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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近年共同基金快速成長，不論就資產規模、發行數量或是受益人數等各方面

均有大幅增長。而投資人購買基金時，最重視基金績效的好壞以及基金能否持續

先前優異的表現，因此研究機構及專家學者莫不以評估共同基金的績效為其研究

重心，基金公司也常以經理人的優異表現作為吸引投資人購買基金的宣傳。為何

投資大眾對共同基金績效如此重視？主要原因在於追求獲利機會的投資人多半

認為過去表現好的基金在未來獲利的可能性相對較大，亦即基金績效是具有持續

性。但是根據效率市場假說，新訊息的出現會立即反應在資產價格上，因此依據

公開訊息建立的交易策略並無法獲利。若將效率市場假說的精神用於分析基金產

業，代表投資人利用公開訊息建立的交易策略無法獲得超額報酬，亦即無法以基

金先前績效預測後續績效，因此基金前後期績效之間並無關聯，則先前報酬率高

的基金在後績就不一定有較佳的績效。因此當效率市場假說成立，基金績效的持

續性並不成立，然而實證研究卻發現基金績效在某些時點是具有持續性的。因此

本研究除了從另一觀點評估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績效，也從不同的觀點衡量

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包括績效佳的基金在未來其績效持續的可能性是否較績效差

的基金強，以及整體基金市場的績效持續性，最後則驗證投資人買賣基金是否真

的依據基金先前績效，以及投資人買賣基金的活動對基金績效有否不利影響。 

早期研究基金的學者著重於如何正確評量基金的歷史績效，近期研究重點則

轉向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和基金績效與現金流量之間的關係等課題上。基於上述想

法，本論文的研究重點分為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修正傳統上對夏普指標的看

法，以隨機變數的觀點估計在台灣發行的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夏普指標分配，並

以拔靴法（Bootstrap）的概念建立基金在小樣本的夏普指標漸近分配，最後利用

各基金的夏普指標區間估計值檢定樣本基金是否有優越的績效，以及基金績效是

否顯著優於市場指數。有關基金研究的另一項議題則是討論基金績效是否具持續

性，回顧過去文獻，大多發現基金績效會因為衡量時點或績效指標不同而得到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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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之結果，因此本論文的第二部份以基金的原始報酬率、夏普指標、崔納指標及

簡森指標等四種績效評估值為依據，討論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績效持續性，亦即

前一期績效高的基金在下一期能否繼續保有先前優異的績效（績效持續）抑或是

績效下滑（績效反轉），針對此議題我們使用一般化的馬可夫模型－漂移者-停駐

者（Mover-Stayer）模型評估基金績效的持續性，此模型與傳統檢定方法最大的

不同在於能從動態觀點評估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它不只能評估基金績效是否具持

續性，也能估計基金在不同績效組別之間的轉換機率（漂移基金），以及有多少

比率的基金能持續原有績效（停駐基金），若估計的轉換機率高代表基金績效的

持續性不強，若估計的停駐基金比率大則代表樣本裡存在許多績效持續的基金。

至於本論文的第三部份則是將投資人的現金流量加入分析，以討論基金績效與投

資人買賣基金活動的關聯性，研究時從二個面向分別討探，其一為前一期績效高

的基金是否真能吸引投資人較多目光而挹注較多資金，另一方向則是投資人對基

金的申購贖回活動是否影響基金績效，文中以橫斷面迴歸作為分析工具，主要方

法是將基金績效分解為流動性交易與訊息交易兩部份，並討論兩類交易對基金績

效的影響，若估計結果發現流動性交易對基金績效有負向影響，代表投資人的申

購贖回活動的確影響基金績效。 

早期有關基金研究的議題是以績效評估為主，而績效評估模型可分為下面幾

類，傳統績效評估模型例如 Treynor（1965）的崔納指標、Sharpe（1966）的夏

普指標及 Jensen（1968）的簡森指標等等，這些傳統指標模型均設定指標投資組

合（benchmark portfolio）作為基金績效衡量的標準。但後續研究發現單因子市

場模型無法對資產報酬率的行為作充分解釋，股票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

價盈比（price/earning）、帳面價值對市值比（book-to-market value）、股利率等因

素都可能影響證券的報酬率，財務學家們稱之為市場的異常現象（anomalies）。

因此有些學者嚐試從基金績效的屬性（attrition）建立多因子（factor-based）模型

以解釋資本資產報酬率的行為，例如 Lehmann and Modest（1987）建立十因子投

資組合（F10），Grinblatt and Titman（1988）以公司規模、股利收益率、歷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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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率、利率敏感度、貝它風險及共同偏度（co-skewness）等因子建立八因子投資

組合指標（P8）。Carhart（1997）則將 Fama and French（1993）的三因子模型加

入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的一年期動能效果（momentum effect）成為四

因子模型解釋基金的報酬率，發現四因子模型能充分解釋基金報酬率的變異性。 

由於傳統績效評估模型只考慮基金經理人的選股能力（stock selectivity），

忽略了經理人可能利用手中的優勢訊息調整投資組合，因而改變了基金的系統風

險，故有些學著從基金是否具有擇時能力（market timing）的觀點分析基金績效。

例如 Treynor and Mazuy（1966）討論基金的波動性在市場上漲時是否大於市場

下跌時，Henriksson and Merton（1981）及 Henriksson（1984）建立市場擇時能

力模型，發現具有擇時能力的基金經理人，其報酬率的型態在均衡時與選擇權投

資策略類似，因此經理人藉由買入被低估的選擇權策略可成功地模擬出基金具有

擇時能力的情況。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1997）則依據投資組合

的報酬率特徵（Characteristic-based）衡量基金經理人的選股能力、擇時能力及

投資風格（style）。 

上述績效評估模型均屬於非條件式模型（unconditional model），認為基金的

風險與預期報酬率不會隨著時間變動，因此常將基金風險貼水的改變誤認為基金

經理人具有卓越績效。有些學者以條件式績效評估模型（conditional model）為

基礎，視基金的預期報酬率與風險會隨著經濟情況改變而變動，例如 Ferson and 

Schadt（1996）便採取此觀點研究基金績效，他們利用公開訊息建立條件式績效

衡量法，討論經濟情況變動時對基金績效的衡量。此種概念符合 Fama（1970）

的半強式效率市場假說之精神，因為依據公開訊息所建立的投資策略，即使具有

較高的報酬也不被認為經理人具有優勢訊息。 

除了以基金績效的衡量為研究議題，有些學者則從基金績效是否具持續性著

手。在理論上，此議題可以驗證基金市場的效率性，在實務上則意味著基金的前

期績效與後來績效有關，因此當理性的投資人找到績效一直保持在市場上最前面

的基金時，執行買入該基金的策略便能獲利。最早研究績效持續性的學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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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1970），他指出基金過去的績效無法預測未來績效，因此基金績效並無

持續性。Grinblatt and Titman（1992）發現基金之間的績效差異會持續一段期間，

部份基金經理人的確具有賺取超額報酬率的能力。而 Brown and Goetzmann

（1995）、Elton, Gruber and Blake（1996）、Hendricks, Patel and Zeckhauser（1997）、

Carhart（1997）、Carpenter and Lynch （1999）、Gruber（1996）以及 Bollen and Busse

（2004）等人亦發現基金績效的確具有短期的持續性，但 Jegadeesh（1990）發

現基金報酬率在短期下呈現反轉。另外，Malkiel（1995）發現同樣的基金在 1970

年代存在績效持續性，到了 1980 年代其持續性卻消失，顯然在不同樣本期間下，

對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將得到不一致的結論。在基金長期績效持續性方面，

DeBondt and Thaler（1985、1987）發現過去的長期輸家，在未來三年到五年的

期間其績效會高於長期贏家。Jegadeesh and Titman（1993）認為在三年到十二年

的期間下，過去的贏家基金平均表現仍優於過去的輸家，因此股價存在著動能效

果。根據上述文獻結果，可知國外學者對於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存在與否仍有相當

多的歧見。 

雖然共同基金的持續性在財務文獻上常被提到，至今仍無解釋基金績效持

續性的適當原因。Herdricks, Patel and Zeckhauser（1993）認為共同基金的短期績

效具有持續性，是因為有些基金經理人擁有炙手策略，因為這些經理人不論如何

挑選股票，被挑中的股票其價格在未來上漲的機率相對較高。Carhart（1997）則

以股票報酬率的共同因子及投資成本解釋基金績效的持續性，他發現投資人買入

先前績效佳並賣出績效差的基金策略，有五成以上的獲利可用動能策略解釋，其

他原因則來自於基金的費用率差異及交易成本差異。另外，許多文獻發現基金績

效持續性的證據大多存在於績效不佳的基金上，亦即績效最差的基金其績效持續

性較強，而績效佳的基金其績效持續性則較不顯著，這個現象也出現在本論文第

三章的實證結果。 

繼討論基金績效持續性的議題後，部份學者將投資人買賣基金時帶來的現金

流入及流出放入分析中，以討論投資人是否依據前期績效的高低進行基金買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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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策略。因為理性的投資人若知道基金績效具有持續性，將會執行買入過去贏

家並賣出過去輸家的策略以獲利，這種行為代表著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將引導投資

人的行為，進而反應於基金的現金流量上。Gruber（1996）稱此現象為聰明資金

效果（smart money effect），並證明基金的新現金流量與其未來績效預測值有關。

另外，Patel, Zeckhauser and Hendricks（1991）與 Ippolito（1992）討論基金規模

的成長與基金績效的關聯性，發現基金的現金流量與過去績效之間存在正向線性

關係。Chevalier and Ellison（1997）以半母數（semiparametric）模型估計各類型

基金的現金流量和歷史報酬率之間呈現何種型態，發現投資人的現金流入是基金

第四季績效值的凸性（convex）函數，因此基金經理人只要提高第四季報酬率的

波動性，便能吸引更多投資人青睞而增加基金規模。Sirri and Tufano（1998）指

出搜尋成本對投資人的現金流量有很大影響，他們也發現投資人依據基金過去績

效買賣基金時，反應在基金現金流量的程度上並不對稱，投資人通常會將大多數

資金集中（herding）在績效高的基金，但對於績效不佳的基金卻未施以大幅度的

現金流出作為懲罰。 

相對於許多學者以基金績效對後續現金流量的影響為研究方向，Edelen

（1999）從另一個角度思考，他認為投資人買賣基金的行為也會影響基金的後續

績效。Edelen指出許多研究無法找到基金經理人具有超越市場並獲利的能力之證

據，是因為這些研究並未考慮到開放式基金提供投資人隨時申購及贖回的服務。

由於開放式共同基金提供投資人此種便利性的服務，一旦投資人要求買進或贖回

基金時，經理人將被迫在短期間裡買賣股票以維持法令規定的持股比率或備足充

分現金以償付投資人。通常這些交易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往往使得經理人無法

在最適時點或最適價格交易，因此對基金績效有負向影響，這也是為何過去實證

研究大多發現基金績效無法打敗市場指數的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本論文的第二章從隨機變數的觀點衡量 1998 年到 2002 年期

間，在台灣市場上發行並持續存在的開放式股票型基金之夏普指標績效值。研究

方法主要依循 Lo（2002）的概念，以大樣本理論及一般化動差法（Gene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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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Moment）估計各基金之夏普指標漸近分配，首先討論基金各期報酬率

相互獨立且分配相同的情況，接著討論各期報酬率之間不獨立的情況，再以時間

加總（time-aggregation）的概念將月夏普指標績效值轉換為年夏普指標值。另外，

在樣本基金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以拔靴法的概念模擬基金的小樣本夏普指標分

配，並檢定上述各種情況下基金是否有顯著優越的績效。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發現不論以二年或五年為評估期間時，均須修正過去所

認為夏普指標值高的基金其績效較佳之想法，因為即使基金有較高的夏普指標

值，以區間估計的概念檢定基金績效的差異後，並無法找到基金績效顯著優於 0

的證據。第二，檢定基金的夏普指標績效值是否優於市場指數時，無法發現所有

基金都能打敗市場的證據。在 5%的顯著水準下，五年評估期間裡有 31支基金（全

部樣本有 44支基金）的績效顯著優於市場指數，二年評估期間裡只有 5支基金

（全部樣本有 60 支基金）的績效顯著優於市場。因此以相對指標衡量基金績效

時，亦無法找到基金績效顯著優於買入持有策略的證據。第三，以拔靴法的概念

進行模擬抽樣以估計小樣本下基金的夏普指標值時，我們發現各基金模擬的夏普

指標分配均符合小樣本左偏的特性。雖然估計結果得出小樣本下基金的夏普指標

值為正，但進行統計顯著性檢定時，仍然無法找到基金績效顯著大於零的證據。

值得一提的是，仔細觀察績效在統計上顯著優於市場的基金，其績效值事實上並

未明顯優於市場指數太多，因此從經濟意義著眼，我們不認為在本研究的樣本期

間裡，台灣的開放式股票型基金其績效顯著超越市場。 

以夏普指標為隨機變數的觀點評估基金績效後，本論文接著討論台灣的開

放式股票型基金其績效是否具持續性。文獻上驗證基金績效持續性的方法大多使

用列聯表（contingency table）、等級相關分析（rank correlation）或是對風險調整

後的超額報酬率進行線性迴歸分析（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等靜態模型

為主。其中列聯表的方法是依據績效將基金分成「贏家」和「輸家」兩群基金，

再將前後兩期的「贏家」與「輸家」基金交集得出「贏家—贏家」、「贏家—輸家」、

「輸家—贏家」以及「輸家—輸家」等四群基金，並依據四群基金的數目計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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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比率以判斷基金績效是否具有顯著的持續性。若是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數

討論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同樣仍是依據績效將樣本基金分成數群，並計算各群基

金在連續兩期的績效排名其等級相關係數是否顯著異於 0。至於績效持續性的線

性迴歸分析，則是以時間序列迴歸模型估計基金超額報酬是否受到自身前期落後

項的影響，若前期落後項的估計係數顯著為正，代表基金績效具有持續性。整體

而言，雖然這些方法都是評估一段期間裡基金績效的持續性，卻忽略了績效持續

性可能為一個動態過程，而且這些檢定方法都無法區分出基金績效的持續性來自

贏家基金或是輸家基金。 

本論文第三章以「漂移者—停駐者」模型探討在 1998 年到 2002 年的期間

裡，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短期績效持續性之動態行為。該模型是由兩個獨立

的馬可夫鏈構成，一個代表績效變動的基金（漂移者，mover）的行為，另一個

則代表績效維持不變基金（停駐者，stayer）之行為。若基金在一段期間裡其績

效值一直停留在相同組別裡，代表該支基金的績效持續性相當強，此時可以用單

位矩陣構成的馬可夫鏈描述其行為。至於在「贏家」與「輸家」組別游移，績效

表現時好時壞的基金，其績效持續性相對較低，則以一般的馬可夫鏈模型描述其

行為。該模型的優點在於能將表現一直很好和很差的基金佔各績效組別的比率分

別估計出來，使我們瞭解不同績效組別裡各有多少比率的基金能維持先前的績

效，同時它也能估計績效好的基金和績效差的基金其績效持續性的強弱程度。 

以「漂移者—停駐者」模型評估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短期績效持續性

之結果，我們發現整體基金市場具有某種程度的績效持續性，但績效持續性的強

弱程度隨著績效組別的不同而有差異，表現最佳與最差兩組基金的績效持續性都

高於績效中等基金，但整體基金的績效持續性並不很明顯，原因是多數基金屬於

績效表現不穩定的漂移基金，績效穩定的停駐基金所佔的比率相對較少。另外，

績效最差組別裡停駐基金所佔的比率是各組之中最高的，代表該組別基金的績效

持續性較強，此結果與 Carhart（1997）的研究一致。第二，基金績效持續性會

因為使用的績效指標不同而有所差異，主要差異反映在各績效組別裡停駐基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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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的估計。第三，文獻上提到的「存活偏誤」的確對基金績效持續性的結果有影

響，但該偏誤主要的影響出現在對停駐基金比率的估計上，而非績效漂移基金的

轉換機率。第四，以概度比檢定驗證單純馬可夫鏈模型與「漂移者—停駐者」模

型何者對資料的配適程度較佳時，發現「漂移者—停駐者」模型較適於分析台灣

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績效持續性。 

本論文第四章研究基金績效與投資人現金流量的關係，樣本期間自 1996 年

1月到 2004 年 12月止。首先分別以月資料、季資料及年資料三種資料頻率，討

論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金的績效是否具持續性，對於績效持續性的驗證分別使用

Brown and Goetzmann（1995）和 Gruber（1996）的方法，兩方法的相同點是均

依照前期績效對基金分群，相異點為Brown and Goetzmann只將樣本基金分成「贏

家」基金和「輸家」兩群基金，並以連續兩期的贏家基金和輸家基金的資料建立

2×2的列聯表再檢定基金績效持續性，Gruber則將基金分成十組，並以無母數統

計方法計算各績效組別裡基金在前後兩期績效排名之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數。

在探討基金績效對投資人後續現金流量的影響上，我們以基金每月的現金流入、

現金流出及淨現金流量為被解釋變數，對前十二個月的基金報酬率進行迴歸，以

討論投資人買賣基金的決策是否受到基金先前績效的影響；至於在投資人買賣基

金的活動是否影響基金後續績效方面，則是依據 Grossman（1976）、Hellwig（1980）

和 Verrecchia（1982）提出的理性預期模型，將基金經理人的交易活動分為流動

性交易和訊息交易兩類，並討論兩類型交易對基金績效有否影響。估計時使用橫

斷面迴歸方法討論投資人的現金流量活動對基金後續績效的影響，若結果發現流

動性交易的係數估計值顯著為負，代表投資人的流動性需求的確對基金績效有不

利影響；若訊息交易的估計係數顯著為正，則代表經理人的確具有優勢訊息。 

在實證結果上，有關基金績效持續性的驗證與本論文第三章的結果類似，亦

即台灣的開放式股票型基金其績效具有持續性，但整體基金市場的績效持續性並

不顯著。若將月資料、季資料及年資料的估計結果加以比較，發現在季資料之下

基金的績效持續性證據最強。第二，前一季績效佳的基金在下一季能吸引較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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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的現金流量，但是當市場報酬率放入迴歸分析中作為解釋因子之後，投資人

的現金流入會隨著市場報酬率的上升而提高、隨著基金報酬率之增加而減少，因

此投資人買賣基金時的主要考量並不是基金的前期績效，而是以市場整體走勢為

主。但是此關係並不存在於月資料中，我們發現基金前一個月的績效對投資人的

現金流量活動並無影響，且市場報酬率只對績效最差組別的基金有影響力，當市

場報酬率上升，投資人對於績效最差組別的基金將進行贖回動作。第三，投資人

買賣基金的活動對基金後續績效並無影響，這可能是基金經理人的持股比率高於

法令規定的範圍甚多，或是投資人買入或贖回基金的活動對基金績效的影響通常

在數日內即已反應完畢。另外，基金經理人因擁有優勢訊息所進行的交易對基金

績效是有影響的，其影響力隨著期間的遠近而有所不同，其中當月訊息交易對本

月績效有負向影響，前兩個月的訊息交易對基金績效有正向影響。最後，在評估

經理人的流動性交易及訊息交易對基金後續績效的影響時，考量到基金績效可能

具有持續性，我們在迴歸模型中放入基金前期績效作為解釋變數，結果發現前期

績效的影響力大約持續兩個月，但是當迴歸模型中放入一定期數的流動性交易及

訊息交易後，前期績效的影響力減弱，亦即基金績效的持續性減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