
1. 前言 

資產價格的變動 (以下簡稱報酬率) 和成交量是資產市場中的主要統計指標，兩者的關

係 (以下簡稱「價量關係」) 也是財務實證研究中的重要課題。Karpoff (1987) 指出觀察

資產市場上的價量關係，有助於了解訊息如何散播、釐清市場結構以及限制融券所產生

的影響。對於事件研究而言，價量關係尤其重要。Richardson, Sefcik, and Thompson (1986) 

檢驗價量關係來確認股利政策效果；Kandel, and Pearson (1995) 比較財務報表發佈期間

與平時的價量關係，說明財務報表發佈期間的成交量較大，Ahmed, Schneible Jr., and 

Stevens (2003) 則利用價量關係來檢驗股市的網路線上交易系統所造成的影響。Kocagil 

and Shachmurove (1998) 認為資產的報酬率和成交量是兩項重要的統計資料，有助於投

資人了解資產市場的狀況，檢視價量關係可以揭示訊息傳遞的方式。 

在早期的研究中，Granger and Morgenstern (1963) 和  Godfrey, Granger, and 

Morgenstern (1964) 認為股票市場的價量之間並無任何顯著關係，但其後許多實證研究

與理論模型則得到不同結論；Karpoff (1987) 對此議題有相當完整的回顧與討論。後續

的研究基本上認為價量關係的確存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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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Suominen (2001) 等，但兩者之

間的關係究竟為何則並無定論。 

實證研究中常常指出以下幾種價量關係：(1) 價格上漲 (正報酬率) 與成交量呈正

向關係 (以下簡稱「價量齊揚」)，(2) 價格下跌 (負報酬率) 與成交量呈正向關係 (以

下簡稱「價跌量縮」)，(3) 價格下跌 (負報酬率) 與成交量呈反向關係 (以下簡稱「價

量背離」)；參見 Ying (1966) 和 Karpoff (1987)。第一和第三種現象合在一起則意謂報

酬率的絕對值與成交量之間應有正向關係。 

在理論基礎上，Epps (1975) 假設看多者所認定的資產風險大於看空者所認定的資

產風險，建立一個資產需求線比資產供給線更陡斜的市場供需模型，所以每單位報酬率

下跌所對應的成交量小於每單位報酬率上揚所對應的成交量，說明了 Ying (1966) 的前

者的正向關係。Copeland (1976) 的「訊息循序到達模型」(sequential information arriv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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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達到最後的均衡之前，會出現多個短暫的均衡

點；隨著訊息陸續地散播，成交量會持續增加，而報酬率的絕對值也會持續上升，即能

解釋後者的正向關係。Epps and Epps (1976) 根據「混合分配假說」(mixture of distribution 

hypothesis) 所提出的模型，認為所有投資人會在同一時間接收到所有的訊息，透過成交

量的傳遞，立刻到達最後的均衡點。在混合模型中假設報酬率的變異數是訊息量的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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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當訊息量愈多時，成交量也愈大，報酬率的變化就愈大，此亦能說明後者的正向關

係。 

在實證研究上顯示，股價下跌時，對放空的限制 (例如較高的融券成本) 會產生抑

制交易的效果，非訊息投資人的悲觀反應會小於樂觀反應，所以成交量減少 (增加) 時，

股價會下跌 (上升) ，導致「價跌量縮」，從而使得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出現正向關係，

印證了 Ying (1966) 的前者的正向關係；參見 Jennings, Starks and Fellinghan (1981), 

Assogbavi, Khoury and Yourougou (1995) 與 Ackert and Athanassakos (2005) 等。由於期

貨市場中做多與放空的成本並無差異，Karpoff (1988) 與 Kocagil and Shachmurove (1998) 

發現期貨報酬率和成交量之間並無顯著相關性，間接支持了 Jennings et al. (1981) 等人

的看法。 

資產市場的價格及成交量，受到新的訊息衝擊後，透過供需的調整，達成一個新的

均衡價格及成交量，所以報酬率和成交量理當有密切的關係。在實證研究中，一般多採

用報酬率 (或報酬率的絕對值) 與成交量的相關係數或兩者之間的線性迴歸關係來刻劃

前述的價量關係。例如，當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出現顯著的正相關 (或正的迴歸係數)，

此一結果通常用來支持「價量齊揚」和「價跌量縮」的現象；而報酬率的絕對值與成交

量之間的正相關 (或正的迴歸係數) 則被用來支持「價量齊揚」和價格下跌時「價量背

離」的現象。Karpoff (1987) 從理論的角度推測價量關係應該呈現 “V” 字形；Gallant, 

Rossi, and Tauchen (1992) 引用紐約證券交易市場的日資料，刻劃出 “V” 字形的價量散

佈圖；Blume, Easley and O’hara (1994) 則是建立一個模型，利用模擬的方法顯示各種不

同的 “V” 字型價量關係。Moosa and Al-Loughani (1995) 指出由資產市場的基本供需理

論得知：當資產市場出現利多訊息時，報酬率受到需求面的拉抬 (需求線右移) 而上揚，

同時成交量也會增加，這就是「價量齊揚」。如果出現的是利空訊息，供給面的打壓 (供

給線右移) 會使報酬率下跌，且成交量也會同時增加，出現「價量背離」的現象。所以

成交量所對應的報酬率可能上揚或下跌。如果將報酬率置於橫軸，成交量放在縱軸，就

會形成一種對稱的 “V” 字型， “V” 字的右 (左) 邊代表「價量齊揚」  (「價量背離」) 。

但若以相關係數或簡單迴歸係數來估算報酬率-成交量的同期關係，很可能呈現的是「價

量齊揚」和「價量背離」相互抵消的綜合表現。因為在迴歸與相關的估算中 「價量齊

揚」和「價量背離」的加權比重是一樣的，所以很容易估計出不顯著的價量關係，而誤

以為報酬率和成交量不相關。 

為了分別顯示這些不同的價量關係，並能避免前述實證方法的限制，本文採用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 所提出的分量迴歸 (quantile regression) 來分析台灣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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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報酬率和成交量的關係。分量迴歸的應用十分廣泛，尤其是經濟學。Koenker and 

Hallock (2001) 以分量迴歸來研究新生嬰兒的體重受到性別、母親年齡、膚色…的影響，

發現體重不同的嬰兒，受到觀察變數的影響有很大的差異，若以簡單迴歸來表現，則無

法將不同體重的嬰兒受到的影響清楚地呈現出來，並指稱分量迴歸廣泛的運用在各學

門，尤其是經濟學。Chamberlain (1994) 將分量迴歸應用在勞動經濟學，指出薪資水準

低者受到的工資補貼高於薪資水準高者，若以簡單迴歸來衡量工資補貼，暨不能代表低

薪者的補貼也無法說明高薪者的補貼。Koenker and Machado (1999) 由分量迴歸的實證

分析得知貿易條件的改善對於高度成長國家的影響大於低度成長的國家。Hartog, Pereira, 

and Vieira (2001) 以分量迴歸來研究受教時間對薪資的影響，發現受教時間對高薪者的

影響幾乎是低薪者的兩倍，而簡單迴歸所估計結果是高低薪者的綜合呈現，其代表性頗

值得商榷。郭迺峰與陳美琇 (2003) 比較簡單迴歸和分量迴歸分析方法下，台灣股市報

酬率受到貨幣供給成長率以及多頭、空頭市場的影響，他們發現簡單迴歸無法將不同漲

跌幅度的報酬率所受到的影響差異呈現出來。 

如眾所周知，以最小平方法估計迴歸模型所捕捉的是因變數的條件均數，而條件均

數未必能代表整個條件分配的行為，尤其是當條件分配呈現異質性時。分量迴歸方法以

加權的平均絕對誤差 (absolute deviation) 作為目標函數來估計迴歸係數，從而得以捕捉

因變數的條件分配中不同分量的行為；綜合許多分量迴歸的結果可以使我們掌握整個條

件分配，而不必侷限於條件均數的行為。分量迴歸近年來雖廣受學界重視，但目前僅有

少數應用於財務資料的例子，且尚未被用來分析價量關係；請參見 Koenker (2000) 與 

Koenker and Hallock (2001) 的回顧論文。採用分量迴歸不僅可以呈現成交量對正負報酬

率的影響，也可以描述成交量與各種不同報酬率之間的關係，因此能夠完整的刻劃價量

關係。 

在價量關係的實證文獻中，成交量變數的選擇各有不同。為了方便比較台灣與美國

股市的差異，我們選擇兩者資料中都有的成交量變數：成交股數 (share volume) 與成交

市值 (dollar volume)。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台灣和美國股市具有相當不同的價量關係。

台灣股市的報酬率與成交股數 (或成交市值) 之間通常具有正向關係，呈現「價量齊揚」

和「價跌量縮」的現象，但前者效果在各種分量下均極明顯，而後者效果則相對較弱。

此外，台灣股市具有最大漲跌幅限制，因此妨礙甚至扭曲了市場訊息的傳遞，也影響了

前述的價量關係。我們發現報酬率接近最大漲幅限制時，報酬率與成交股數 (或成交市

值) 之間的關係變得不顯著，而接近最大跌幅限制時，「價跌量縮」的現象甚至更強。

相對於台灣股市，美國股市的報酬率與成交股數 (或成交市值) 則出現「價量齊揚」與

「價量背離」對稱的 “V” 字型關係，而且此一關係在本文所分析的各種指數資料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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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然而若採用線性相關係數或傳統的迴歸方法來分析，均無法得到上述的實證結果。 

本文所發現台灣與美國股市的不同價量關係可能肇因於台灣股市對放空的種種限

制，例如融券成數遠高於融資比率，以及平盤以下不得放空等。這些因素會使投資人無

法對市場訊息 (尤其是利空訊息) 充分反應，因此造成正負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不對稱

的關係。相較之下，美國股市的融資融券成數相同，且無放空與漲跌幅的限制，所以利

多和利空訊息可以透過成交量完整地反應出來。針對此點，本文進一步的分析顯示，融

券成數的高低以及平盤以下不得放空的規定均是造成台灣股市出現「價跌量縮」的可能

原因。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介紹分量迴歸的方法；第三節說明實證資料與基本統計

量；第四節為分量迴歸結果的討論；最後為本文結論。 

2. 分量迴歸 

本節中我們簡略介紹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 所提出的分量迴歸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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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令 yt代表因變數，xt代表解釋變數的向量，T 是樣本觀察值的個數。在線性模型的

架構下，給定權重 θ (0<θ<1)，估計第θ個分量迴歸的目標函數為加權的平均絕對誤差： 

( ) ( ) ⎥
⎦

⎤
⎢
⎣

⎡
′−−+′−= ∑∑

′<′≥ ββ

βθβθθβ
tttt xyt

tt
xyt

ttT xyxy
T

V
::

11; .           (1) 

若 θ 小 (大) 於 0.5，目標函數正誤差的權數較小 (大)，而負誤差的權數較大 (小)，所

以此分量位於分配左方 (右方)；當 θ=0.5，正負誤差權數相等，而式 (1) 與最小絕對誤

差法的目標函數基本上相同，所估計的迴歸模型即為第 0.5 個分量 (也就是中位數) 迴

歸。使式 (1) 極小化的一階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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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A是事件A的指示函數 (indicator function)，其最適解 (θ) 就是 yβ̂ t 的條件分配中

第θ個分量迴歸的係數。由於式 (2) 並無封閉解 (closed form solution)，所以必須透過其

他方法計算。又因指示函數在最適解之處不可微分，傳統的非線性最適化 (nonlinear 

optimization) 的數值求解方法在此亦不適用。一般估計分量迴歸係數於是採用線性規劃

方法。Koenker and Machado (1999) 指出，上述參數估計式也是以非對稱的拉普拉斯分

配  (Laplace distribution) 為基礎的準最大概似估計式  (quasi-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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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當的條件之下，分量迴歸係數估計式 (θ) 是真實參數 β(θ) 的一致估計式，

經過標準化後且具有極限常態分配： 

β̂

( )( ) ( ) ( ) ( )( )11,0)(ˆ −− Σ≈− θθθθβθβ GGNT
A

 ,             (3) 

其中 ( ) ( ) ( )[ ]0xett fxxEG θθ ′−= ， ( ) ( ) ( )tt xxE ′−=Σ θθθ 1 ，fe(θ)|x 為誤差項e(θ) 的條件機率密

度函數。若條件機率密度函數 fe(θ)|x 與非條件機率密度函數 fe(θ) 相同，也就是沒有條件

異質性時，式 (3) 簡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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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 與式 (4) 的極限變異數矩陣中， ( )tt xxE ′   的估計較為簡單，但是包含 (條件與

非條件) 機率密度函數的部分則較難估計。 

在估計機率密度函數方面，最標準但也較複雜的作法是採用非參數的估計方法。另

一種較為方便的估計方法是利用「自體重複抽樣法」 (bootstrapping)，直接估計變異數

矩陣的元素。「自體重複抽樣法」是近年計量研究中常用的一種估計方式，尤其是當傳

統估計方法不易使用時，而且它的估計結果通常相當好，精確性甚至超過大樣本的逼近

結果；請參閱 Efron (1982)。本文所採用的軟體 STATA 即具備「自體重複抽樣法」估計

的功能。一旦估計出變異數，這些結果即可用來建構估計係數的信賴區間並進行假設檢

定。 

前言中已經提到，過去的研究通常採用報酬率 (或報酬率的絕對值) 與成交量的相

關係數或線性迴歸來描述報酬率與成交量的關係。前者是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的非條件 

(unconditional) 相關性，後者利用最小平方法估計，所捕捉的是報酬率的條件均數行為 

(成交量為條件)。這兩種方法都只能表現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的「平均」關係，也就是

在價格上漲和下跌時兩種價量關係相互綜合的結果。即使價格下跌時出現「價量背離」

的負向關係，但只要「價量齊揚」的現象佔有較高比重，實證上我們仍可能估計出正的

相關係數 (或迴歸係數)。換言之，此一方法並不能區分成交量對正負報酬率的影響。另

一方面，若報酬率的絕對值與成交量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或正的迴歸係數)，此結果

則往往被用來支持報酬率與成交量間的 “V” 字型關係。但如同前述，這方法其實並無

法幫助我們確認價格下跌時究竟是「價量背離」還是「價跌量縮」。而即使 “V” 字型關

係的確存在，我們也無從知道 “V” 字兩邊是否對稱，故亦無法確認「價量齊揚」和「價

量背離」的相對強弱。 

相較於傳統的線性迴歸只能描述報酬率受成交量的「平均」影響 (也就是報酬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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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均數)，分量迴歸提供了對條件分配更完整的描述，也使我們得以分析各種報酬率

與成交量之間的關係。一般來說，條件均數雖是分配中的重要指標，卻可能和分配兩端

的行為不盡相同，而這種差異在條件分配具有異質性時可能更加顯著。圖 1 描繪出一種

可能情況：條件均數的行為與第一和第三個條件四分位數 (亦即第 0.25 和 0.75 個條

件分量) 不同，兩個條件四分位數的斜率一正一負，而有截然不同的變動方式。此外，

台灣股市有最大漲跌幅限制的規定。當價格變動達到漲跌幅限制時，即使再大的成交量

亦無法推動報酬率跨越這個限制。這種限制切斷了成交量傳遞訊息的功能，也使報酬率

與成交量的關係不易辨認。採用分量迴歸使我們可以分析特定分量的行為，區分正負報

酬率與成交量關係的異同，也能表現出漲跌幅限制的效果。 

為了區分正負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的關係，文獻上常見的一種作法是先將報酬率分

成正負兩類，再分別對成交量作傳統的迴歸分析。這種作法並無法呈現不同報酬率與成

交量之間的關係。而 Koenker and Hallock (2001) 更指出，將整個樣本切割成數個小樣

本後再分別估計迴歸係數的做法，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偏誤，而這種偏誤和 Heckman (1979) 

所指出之樣本選擇偏誤 (sample selection bias) 其實並無二致。相形之下，式 (1) 顯示

分量迴歸在估計時並未任意捨棄樣本資訊，而是以不同權數來區隔樣本資料的相對重要

性。 

3. 實證資料與基本統計量 

本文實證分析的重點為價量關係。文獻中對「價」的變數並無爭議，但對成交量的選擇

則各有不同；參見 Lo and Wang (2000)。如同前言所述，為了方便比較台灣與美國股市

的差異，我們選擇兩者資料中都有的成交量變數：成交股數 (以下仍舊簡稱為成交量) 與

成交市值 (以下簡稱成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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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成交量和成交值，樣本時間起於 1989 年 10 月 2 日 (最近一次修訂漲跌

幅限制的開始實施時間，最大漲跌幅度為正負七個百分點)，迄於 2003 年 12 月 19 日 (資

料下載時間)，共 3898 筆資料。美國資料則為 Datastream 指數 (代號為 TOTMKUS) 的

每日收盤指數 (以下簡稱 US 指數)、成交量和成交值。此一指數是根據美國各地股市

中所抽取的一些代表性股票計算而得，因此有相當的涵蓋性，而且資料較為完備。此外

我們亦分析一般人較為熟知的 S&P500 和 NYSE 的每日收盤指數及成交量 (但無成交

值資料)，樣本期間同上。TW 指數資料雖有成交筆數與周轉率的資料，美國資料則否。

US 指數和 S&P500 指數各有 3588 筆資料，NYSE 指數有 3571 筆資料。 

                                                 
1 其他可能的成交量變數包括成交筆數 (number of trades) 與周轉率 (turnov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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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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為百萬股) 與成交值 (單位為百萬元，以當地貨幣計算) 變數則由原始資料取

對數而得。台灣與美國資料的基本統計量及 Phillips-Perron 單根 (unit root) 檢定的結

果綜合於表 1。我們可以看到，報酬率、成交量與成交值的分配多有輕微左偏現象 (除

了 US 指數及 S&P500 指數的成交量以外)，其中美國各種指數報酬率的標準差較小，

峰態係數較大，而台灣股市成交量的標準差較小，峰態係數通常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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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量或成交值，

此檢定均能在 1% 的顯著水準下拒絕單根的假設。 

在後續分析中，我們也將各指數散佈圖與分量迴歸估計結果合併。從這些散佈圖中

可以清楚看出，TW 指數報酬率在正負七個百分點之處分別有最大漲跌幅的限制線，而

且隨成交量不同，觀察值的分佈亦不盡相同：成交量高和低時分佈較窄，成交量在中間

時分佈較廣。相對而言，美國各指數報酬率與成交量的散佈圖則有不同的異質性：成交

量高和低時分佈較廣，成交量在中間時分佈反而較窄。 

4. 實證分析 

我們首先以報酬率為因變數，成交量 (或成交值) 為解釋變數，採用 STATA 軟體分別

估計台灣與美國股市的分量迴歸 (包括截距項)，分量的選擇為 θ=0.05, 0.10, …,0.90, 

0.9。為了呈現最大漲跌幅限制的效果，我們亦估計左右最尾端 0.01 與 0.99 的分量迴歸，

所以每一組資料共有 21 條分量迴歸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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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和表 3.1 分別為 TW 指數報酬率對成交量和

對成交值各分量迴歸的估計與檢定結果，表 4 和表 5 則為 US 指數報酬率對成交量和

對成交值各分量迴歸的估計與檢定結果，其中我們檢定第 θ與第 1-θ個分量的係數絕對

值是否相等。為了更清楚的比較分量迴歸與最小平方法估計結果的差異，我們也將前述

各分量迴歸斜率估計值的 95% 信賴區間 (陰影區)，以及最小平方法的斜率估計值的 

95% 信賴區間 (虛線區) 繪於圖 2 – 圖 5；圖 6 和圖 7 則分別為 S&P500 和 NYSE 指

數對成交量斜率估計值的信賴區間。 

從報酬率與成交量的迴歸結果來看 (表 2.1 與圖 2)，最小平方法的斜率估計值雖然

很小，但在 1% 的水準下顯著異於零。分量迴歸部分，斜率係數估計值大多數在 1% 或 

5% 水準之下為顯著的正值 (除了 0.15 與 0.99 分量的估計值在 10% 的水準下仍不顯著

異於零)，且估計值大體隨著 θ 增加而增加。最尾端的分量斜率估計值則出現變化：最

左尾 0.01 和 0.05 分量的斜率估計值超過其他分量的估計值，但 0.99 分量的斜率估計值

則為不顯著異於零的負值。所以，除了在接近漲跌幅限制時，「價量齊揚」與「價跌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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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兩種現象並存，但前者效果更為明顯。檢定第 θ與第 1-θ個分量的斜率是否相等的

結果亦顯示，除了 0.05 和 0.95 兩個分量之間，其餘相對應的的分量迴歸斜率估計值均

在 1% 的水準下顯著不等。所以，成交量對正負報酬率的解釋能力有顯著差異，而「價

量齊揚」的情形顯著的強於「價跌量縮」。然而最大漲跌幅限制改變了其他分量之下的

價量關係，而且有著截然不同的效果，其中最大漲幅破壞了「價量齊揚」的關係 (0.99

分量的斜率估計值不顯著異於零)，但最大跌幅卻加強了「價跌量縮」的效果 (0.01 分量

的斜率估計值遠大於其他分量的估計值)。這反映了 TW 指數在接近跌停時投資人裹足

不前，以致成交量遽減，甚至形成「無量跌停」，而在接近漲停時，成交量卻沒有相對

應的擴張現象。 

另外值得說明的是，由圖 2 可以清楚看出，左尾許多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之信賴

區間與最小平方法估計值的信賴區間不相重疊，所以最小平方法雖也得到報酬率與成交

量之間的顯著正向關係，但其斜率估計值高於左尾 0.15 至 0.45 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

在右尾部分，分量迴歸與最小平方法的信賴區間雖然重疊，但最小平方法估計值多數低

於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因此，最小平方法所估計的迴歸模型可能低估 (或高估) 成

交量的效果，也無法完整呈現整個條件分配中的價量關係，以及漲跌幅限制的效果。 

報酬率與成交值的迴歸結果 (表 3.1 與圖 3) 與前述的結果大體類似：斜率係數估

計值大多數在 1% 或 5% 水準之下為顯著的正值 (除了 0.10、0.15 與 0.99 分量的估計

值在 10% 的水準下仍不顯著異於零)，且估計值隨著 θ增加而增加。因此在多數分量下，

價量之間仍有清楚的「價量齊揚」與「價跌量縮」並存的現象，檢定第 θ與第 1-θ個分

量的斜率是否相等的結果也顯示前者效果較為顯著。在最尾端部分，最大漲幅仍舊破壞

了「價量齊揚」的關係 (0.99 分量的斜率估計值仍然不顯著異於零)；但 0.01 分量下斜

率估計值雖然也較大，但僅在 10% 水準下顯著異於零，故「價跌量縮」的情況在接近

最大跌幅時雖仍存在，但不及報酬率和成交量之間所顯示的效果那麼顯著。 

綜合而言，不論是以成交量或成交值作為解釋變數，在漲跌幅限制的範圍內，TW 

指數資料呈現明顯的「價量齊揚」與「價跌量縮」的情況，但前者的效果較強。但當報

酬率接近漲跌幅限制時，成交量對負報酬率有更顯著的影響，但與正報酬率之間則無顯

著關係。2 本文樣本期間共有六次跌幅縮小為 3.5%，但均為期甚短，總共天數 74 天，

不到樣本的百分之二。我們刪掉這幾天的資料後重新估計分量迴歸，將估算結果整理於

表 2.2 和表 3.2，分別與表 2.1 和表 3.1 基本上相同。 

                                                 
2 我們亦以成交筆數作為分量迴歸的解釋變數，結果顯示「價量齊揚」的情形仍舊非常顯著，但

左尾 0.05, 0.1, 0.15, 0.2, 0.25 與 0.35 分量的斜率係數在 10% 水準下並不顯著異於零，故「價

跌量縮」的情形較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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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表 5 和圖 4、圖 5 為 US 指數報酬率對成交量和成交值的迴歸結果。我們可

以看到最小平方法、中位數迴歸和 0.55 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均在 5% 的水準下不顯

著異於零，而其餘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則均在 1% 的水準下顯著異於零。這些斜率

估計值也隨著 θ 增加而增加，和 TW 指數資料的估計結果不同之處在於，左尾分量的

斜率為負值 (表示「價量背離」)，右尾分量的斜率則為正值 (表示「價量齊揚」)。此

外，除了中央部分的分量外，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之信賴區間均與最小平方法估計值

的信賴區間多不相重疊。因此，我們若採用最小平方法將會發現報酬率與成交量並無顯

著關係，而此一結果顯然無法描述報酬率分配中幾乎所有分量與成交量的關係。檢定第

θ 與第 1-θ 個分量的斜率是否相等的結果顯示，左右兩尾相對應分量之間的斜率估計值

在 10% 的水準下仍無顯著差異。所以美國股市「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的情況極

為明顯，而且兩者效果相當。這些關係與 Karpoff (1987) 所描述的對稱 “V” 字型關係

意義相同，但與 TW 指數的價量關係迥然不同。 S&P500 與 NYSE 兩種指數與成交

量的迴歸結果與上述結果亦非常接近。為了節省篇幅，我們不再列出詳細的估計與檢定

結果，而僅提供這兩個指數的斜率係數估計值信賴區間的圖 (圖 6 和圖 7)。 

在圖 8.1 – 圖 13 中，我們將報酬率置於橫軸，成交量置於縱軸，然後描繪所估計

的分量迴歸線，其中帶有“ ° ”者的斜線表示該分量迴歸的斜率估計值不顯著異於零。我

們可以看到從圖 8.1 與圖 9.1 看到，TW 指數各分量迴歸多具有正斜率的情形，即使將

樣本期間內的六次縮小跌幅的樣本扣除，其價量關係的配適情形，如圖 8.2 與圖 9.2，基

本上與圖 8.1 與圖 9.1 相似；圖 10 – 圖 13 則清楚顯示美國股市各指數分量迴歸所形成

的 “V” 字型態。文獻中雖已有許多實證說明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的正向或 “V” 字關

係，但這些圖應是國內外文獻中第一次根據分量迴歸呈現的價量關係，他們所描述的現

象顯然較傳統的「平均」關係更加完整。 

造成台灣與美國股市價量關係不同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台灣股市較美國股市多了許

多限制。除最大漲跌幅限制外，台灣股市對放空限制亦多，例如融券成本 (保證金成數) 

遠高於融資成本，3 又有平盤以下不得放空的規定。這些限制都會妨礙甚至扭曲市場訊

息的傳遞，以致兩地股市投資人對市場訊息的反應不同，而形成迥異的價量關係；這也

是 Jennings, Starks and Fellinghan (1981)， Assogbavi, Khoury and Yourougou (1995) 與 

                                                 
3
台灣股市融券與融資的規定經常隨市場情況修正，但融券與融資保證金成數相差至少一成，多

數時候兩者差距更大。例如，民國 88 年 7 月 2 日 (88) 台財證(四)第 02510 號函規定：上市有價

證券最高融資比率為五成，上市有價證券最低融券保證金成數為九成。但是民國 90 年 6 月 27

日 (90) 台財證(四)第 001860 號函則規定：上市有價證券最低融券保證金成數為十五成 (百分之

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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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ert and Athanassakos (2005) 等的論點。Karpoff (1988) 與 Kocagil and Shachmurove 

(1998) 認為，如果放空與作多的成本相同，報酬率與成交量間的相關係數會不顯著異於

零，因此價量之間並無關係。然而根據我們的資料計算，US 指數報酬率與成交量的相

關係數為 –0.0117，同樣不顯著異於零，但這顯然是因為「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

兩種效果互相對稱並且抵銷的結果。由此可知，相關係數的不顯著並不足以說明價量關

係。 

為了驗證我們對 TW 指數價量關係的解釋是否合理，我們進一步分析融券限制的

不同是否會影響價量關係。財政部於民國八十六年十月二十一日將融券保證金成數定為

九成，且不再與股價指數連動，此後則依市場情況多次調整成數。4 由於資料太少時無

法精確的估計尾端分量的行為，我們選擇三段較長的時期  (87.08.26—88.07.01, 

88.07.02—89.06.29, 90.07.10—92.12.19)，其保證金成數分別為九成、七成和九成，然後

分別估計左尾θ= 0.1, 0.15, 0.2 和 0.25 的分量迴歸，估計結果整理於表 6。由表 6 中可以

看出，在保證金成數較低的時期，左尾「價跌量縮」的情形較不明顯，0.1 和 0.15 分量

的斜率估計值在 10% 的水準下不顯著異於零，而 0.2 和 0.25 分量的斜率估計值雖顯

著，但遠低於另外兩個時期相同分量的斜率估計值。此一結果顯示，對融券的限制 (在

此為融券保證金成數) 可以有效的抑制交易，所以應是造成 TW 指數「價跌量縮」的

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我們也以實行平盤以下不得放空的日期 (87.9.5) 做為樣本切分點，分

別估計此一日期前後兩段時期的分量迴歸。估計結果整理於表 7，在允許放空的時期，

左尾θ= 0.1, 0.15, 0.2 和 0.25 的分量迴歸斜率估計值在 10% 的水準下，除了成交量在

θ=0.2 和成交值在θ= 0.1 以外，其餘的價量關係皆不顯著異於零，而在不得放空的時期，

則出現極為顯著的正斜率估計值 (在 1% 水準下顯著)，也就是顯著的「價跌量縮」現象。

此一結果說明，平盤以下不得放空的規定在股市下跌時發揮了抑制交易的作用，所以也

應是造成 TW 指數「價跌量縮」的原因之一。5

5. 結論 

本文是國內外文獻中首度嘗試以分量迴歸來分析股市報酬率和成交量 (成交股數與成

交市值) 關係的研究。分量迴歸使我們得以完整呈現成交量對不同報酬率的影響，而不

必仰賴相關係數或傳統的迴歸方法所提供的「平均」指標。實證結果發現台灣股市具有

                                                 
4 各時期與保證金成數規定如下：86.10.21—87.02.22 為九成，87.02.23—87.08.25 為七成，

87.08.26—88.07.01 為九成，88.07.02—89.06.29 為七成，89.06.30—89.10.19 為九成，

89.10.20—90.06.26 為十二成，90.06.27—90.07.09 為十五成，90.07.10—92.12.19 為九成。 
5 我們感謝匿名評審對分析此一論點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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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量齊揚」與「價跌量縮」的現象，但前者效果在未接近最大漲幅限制時較強，而後

者在接近最大跌幅時效果較強。美國股市則有「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相對稱的現

象。對此一實證結果，我們的解釋為：台灣股市對放空與作多的限制不同，而美國股市

對兩者基本上並無限制，因此兩者市場訊息的傳遞不同，也使得投資者對市場訊息有不

同反應，從而產生迥異的價量關係。進一步的檢驗也發現對放空的種種限制是造成台灣

股市「價跌量縮」的原因，從而支持了我們的看法。 

除了本文分析的同期價量關係之外，文獻上也相當重視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的跨期

因果關係，例如  Lakonishok and Smidt (1989) 與  DeLong, Shleifer, Summers and 

Waldmann (1990)。Kocagil and Shachmurove (1998) 則根據跨期的價量關係來檢驗市場的

效率性。他們認為報酬率與成交量之間若存在顯著的跨期因果關係，表示歷史資料有助

於解釋現在的價格，市場因此不具效率姓。在檢驗跨期關係的方法上，最常使用的方法

是線性的 Granger 因果關係 (causality) 檢定。Baek and Brock (1992) 則提出檢驗非線

性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方法；此方法經 Hiemstra and Jones (1994) 修正後已成為許多學

者採用的方法。從本文結果來看，各分量上的價量關係較「平均」的價量關係更為明確。

因此未來可能的一種研究方向是，透過分量迴歸的方式檢驗報酬率與成交量在各分量上

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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