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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價量關係相關理論 

 

一、早期研究發展     

    價量關係長久以來都是學者對於分析市場波動、資產正確定價的一大利器，

而相關的研究最早為 Osborn(1959)所提出的論點，他將股價變動的情形，視為擴

散過程(diffusion process)加以解釋，且認為股價變動的變異數與交易數目有關。

雖然並未直接說明價量間的關係，但因為交易的次數為成交量的指標，因此也意

味著股價變動絕對值與成交量成正相關的關係，而這樣的結果也被後續的學者

Clarks(1973)、Tauchen and Pitts(1983)等人陸續證實。 

    關於價量關係的重要性，Ying(1966)更進一步的認為價格與交易量是市場機

能的聯合產物(Joint Product)，因此，任何只分析價格或交易量的模式，即使模式

本身沒有任何錯誤，仍然不能算是很完整的分析，所以價量關係的研究地位，不

言可喻。Karpoff(1987)彙整過去的文獻說明價量關係的重要性所在，其重點有四： 

 

(1)了解金融市場的結構 

(2)對以價量資料所進行的事件研究而言，價量關係十分重要 

(3)對投機性資產價格分配的討論相當重要 

(4)對期貨市場的研究有重要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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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理論 

    在 Osborn 開啟了討論價量關係的先河後，國內外學者前仆後繼的想要找出

支持價格變化絕對值與成交量之間存在正相關的背後理論模型，而其中最為人所

知的就是混合分配假說(Mixture of Distribution Hypothesis, MDH)。 

    此一解釋價格變化絕對值與交易量呈正相關的理論，是因為研究風險性資產

的價格分配時而導出的，Fama(1965)與 Clark(1973)發現風險性資產的每日價格

變動間並沒有相關性且呈現對稱的分配，但其分配的的峰態係數較常態分配的峰

態係數高，而這種現象的最大可能理由是，這些價格是由一些不同變異數的分配

所組合而成的，此即混合分配假說的原始概念。 

    另外，Clark（1973）又額外提出，其認為每日價格變動的分配服從從屬常

態分配(subordinate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而每日的價格變動，可視為 m 個

相互獨立的日內價格變動的隨機加總，當 m 已知時，依據中央極限定理(Central 

Limit Theorem, CLT)，每日價格變動的極限分配將近似常態分配，而其變異數則

與 m 成比例關係，但若 m 為一隨機變數，則價格變動之分配則將依附於 m 的

分配。此時我們若將 m 視為每日到達市場的訊息數量，則價格變動的條件變異

數便為訊息到達速率的遞增函數，而交易量同樣地也是訊息到達速率的遞增函

數。因此，價格變動的絕對值與交易量存在著正相關，同時價格波動與交易量間

也會存在正向關係，此即混合分配假說的基本定義。  

    Clark 且認為在不同天價格序列會有不同發展，乃是因為交易者所得到的訊

息是在一變動的機率之下，所以如果某一天沒有新訊息進入市場則交易量較少，

且價格發展也較緩慢，相反的，當新訊息背離過去的預期，市場交易較為活躍，

價格發展也較為快速。 

    Epps and Epps（1975）則提出了另一相關模型，以兩參數投資組合選擇模 

型（Two-parameter Portfolio Selection Model）為架構，來討論價格變動與交易量

的關係。此模型界定市場交易者由數量相等的空頭(bear)及多頭(bull)投資人所組

成，分別導出市場超額需求及超額供給函數等兩大工具。Epps and Epps 認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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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量在價格變動為正時較價格變動為負時來得大，因此，價格變動與交易量為正

相關，且價格變動之條件變異數與交易量亦為正函數關係。Epps and Epps（1976）

再度綜合 Clark 的模型，而提出另一混合分配假說。其模型認為每次交易價格變

化的變異數要視其交易的交易量而定，交易價格的變化在此時仍是交易量的混合

分配，同時他們也提出實證研究，證實價格變化的絕對值與交易量有正相關存在。 

    其後，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則以混合分配為基礎，假設每日訊息

到達市場的次數具有序列相關，以交易量為訊息到達市場的次數，且對報酬為弱

外生變數(weakly exogenous to return)，在變異數方程式(volatility equation)中加入

同期交易量變數，則前期未預期報酬波動及前期條件變異數之係數會變得很小且

不顯著，波動持續(volatility persistence)的現象會大大的減少甚至消失，表示交易

量可以捕捉到股價報酬波動持續的現象，可用來解釋股價 GARCH 效果的表現，

本文的部分做法即與 Lamoureux and Lastrapes 的文章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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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國內實證文獻 

    國內早期對於價量關係的實證探討，多半以價與量的線性關係為主，如陳東

明(1991)利用因果關係檢定法(Causality test)來檢定價格變化與交易量，以及價格

變化絕對值與交易量的關係。樣本為 1986 年 1 月至 1990 年 9 月的日資料，其中

週轉率較高的六十種股票相關價量資訊。實證結果顯示，報酬率與其絕對值都與

交易量呈正相關性。陳立國(1992)同樣也利用因果關係檢定法(Causality test)來檢

定價格變化與交易量、交易值的關係。但他所使用的樣本並不再是日資料，而是

1989 年 4 月 15 日至 1992 年 9 月 30 日止每半小時的價量資料，且除了股價指數、

交易量外，又增加交易值此一新變數。實證結果顯示，報酬率絕對值不僅與交易

量呈正相關性，也與交易值呈正相關性。同時，報酬絕對值與交易量或交易值有

回饋發生。 

    廖家群(1995)再次利用因果關係檢定法(Causality test)來檢定報酬率絕對值

與成交量間的關係外，並多加探討價量間之因果關係是否受到交易次數、公司大

小及股價高低等因素的影響。樣本為 1994 年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的日資料，

樣本期間雖然較短，但和過去研究股票市場整體的股價指數與交易量不同，此篇

文獻卻是針對個別公司的價量資料加以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台灣股市價量間因

果關係相當明顯，但無法獲得量先價行或價先量行的結論，且價量間呈現雙向回

饋因果關係的公司家數也不少；另外公司規模、股價高低、交易次數中，影響台

灣股市價量關係的因素，首推交易次數，也就是所謂的熱門股，其價量間因果關

係比較顯著，由此似乎也隱含資訊的傳達方式是較偏向依序傳達給各投資人。 

    許溪南與黃文芳(1997)除了利用過去文獻常引用的線性因果檢定模型外，又

多增加了非線性因果檢定來探討台灣股價報酬率對交易量、交易量變動率之因果

關係，發現傳統之線性因果關係檢定對於非線性因果關係之檢定力可能較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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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 1986 年至 1995 年的加權指數及交易量日資料。實證結果顯示，不論是在線

性或非線性的因果檢定中，報酬率與交易量，或是報酬率與交易量變動率均呈現

雙向因果關係。另外，量先價行出現的次數也顯著的較多，所以投資人可以分析

交易量以做為對報酬率的預測。 

    除了價量線性關係的探討外，徐合成(1994)首次進一步利用時序模型中的

GARCH 模型將價量關係直接整合觀察，在交易量指標上，也增加了「交易量波

動性｣的研究，並同時探討同期與時差一期的價量關係，對價量之間的領先落後

關係，也重新加以驗證。樣本為 1991 年 1 月 1 日至 1993 年 8 月 31 日止的日資

料。實證結果顯示，個股報酬率大多符合 GARCH 模型，而不論用何種交易指標，

台灣股市均呈現「價先量行｣的現象，且支持過去大多數文獻同期價量正相關的

研究結果。而前一期交易量或交易量波動性與本期股票報酬率之關係，在樣本中

仍有約百分之三十的個股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許家豪（1998）在採用 GARCH 模型來進行報酬波動與交易量變異的非線

性因果關係外，也利用 Granger 因果關係繼續檢定報酬波動與交易量的線性因

果關係，並首度檢視台灣股市的價量關係是否與市場的成熟度有關。樣本為 1981

年至 1997 年的加權指數及交易量日資料，所取的資料區間較徐合成(1994)的研

究期間為長。實證結果顯示，報酬波動與交易量之間有線性關係、與交易量變異

之間有非線性因果關係。還有，資訊在市場中傳遞方式是序列式的，非同時性。

最後，研究的結論發現，台灣股市市場開放程度對於價量的因果關係並無明顯的

改變效果。 

    雖然徐合成(1994)等已經開始運用時序模型中的 GARCH 模型描繪報酬波動

情形，但並未考慮股票市場中報酬波動不對稱的槓桿效果，對於市場上實際的波

動無法準確評估。故林華德、王甡（1995）首先利用不對稱效果之多種 GARCH

（1,1）修正模型探討成交量對於條件波動之影響，同時討論不對稱效果與成交

量效果是否有替代關係。樣本為 1986 年 1 月 4 日至 1994 年 12 月 31 日的股

票加權指數及交易量日資料。實證結果顯示，原始之 GARCH（1,1）模型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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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成交量之相關係數高於其他包括不對稱模型所產生之波動值與成交量之相

關係數，顯示出 GARCH（1,1）模型的波動值與成交量之相關係數有高估的現象；

而 EGARCH（1,1）模型之波動值與成交量之相關係數最低，GJR-GARCH（1,1）

及 AGARCH（1,1）所產生的波動值計算較具真確性，因為後兩者估計的概似函

數值較高。在樣本期間內，不論是用當期或落後一期的成交量作為分析變數，均

可獲得其對條件波動之顯著為正的效果，另外，他們的研究亦發現不對稱效果與

成交量效果之間並無替代關係。 

    包曉天(2000)利用文獻中較少用的類神經網絡(ANN-GARCH 模型)來預測股

市的波動性，並將之與傳統的 GARCH 模型比較，模型中也加入不同的交易量變

數(交易筆數、交易張數、交易金額)加以驗證價量的關係。樣本為 1999 年 11 月

1 日至 1999 年 11 月 30 日的每分鐘高頻日內資料，和過去的日資料也有所區別。

實證結果顯示，交易量對股價報酬波動會有正面影響效果，在交易量加入模型

後，原本前一期報酬未預期波動對條件變異顯著的影響效果消失，也就是說報酬

未預期波動對報酬波動的影響效果就會大大減少，這正符合了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的看法。再者，在交易量加入 ANN-GARCH 模型後，估計出來的

報酬波動較接近常態，有助於提升模型對交易訊息的解釋能力，其中最有效的交

易量變數為交易張數。 

    吳東安(2001)在 VAR 模型的架構下，利用共變性（comovement）及因果關

係（Granger causality）分析，以及 den Haan（2000）所提出之條件相關（conditional 

correlation）檢定量，討論報酬波動與成交股數的長、短期相關性。樣本為 1973

年到 2001 年的 S&P500 指數及台灣加權股價指數之報酬率絕對值及成交總股數

日資料。實證結果顯示，在共變性方面，S&P500 指數在短期呈現負相關，長期

呈現正相關。而在台股指數方面，長、短期時皆呈現正相關；另外在因果關係方

面，S&P500 指數及台股指數報酬率絕對值與成交股數具有雙向互饋效果；又根

據 VAR 係數的估計值，也發現除了顯著的因果關係外，報酬率絕對值和成交總

股數亦存在著跨期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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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毓敏(2002)利用VAR-GARCH(1,1)-M模型探討認購權證與標的股票彼此之

間交易量和波動性的聯結關係。樣本為十五支台股認購權證的報酬與交易量日資

料，為了使研究結論具實用價值，作者所選取的的樣本橫跨各年度避免選樣過度

集中在某一段時間。實證結果顯示，股票報酬與權證報酬的互動關係並不密切；

另外，標的股票和權證交易量愈大時，報酬的波動性愈大；從本文中也發現台股

權證中存在波動性不對稱現象。 

    郭先城(2002)除了利用 GARCH-M 模型探討成交量與股價指數報酬波動之間

的相關性外，另外又加入討論星期效應、元月效應等特殊效應。樣本為 1997 年

1 月 1 日至 2002 年 8 月 15 日的 S&P500 指數、日經 225 指數、台灣加權指數的

每日收盤資料。實證結果顯示，成交量與股價波動呈現顯著正相關，並有星期效

應、元月效應的存在。 

    劉邦杰(2002)利用一般迴歸分析探討台灣股市中股票交易筆數與平均每筆

交易量何者對股價波動較具影響力。樣本為 1997 年 1 月 2001 年 12 月的個別上

市公司日資料。實證結果顯示，交易筆數相對於平均每筆交易量對股價波動有較

佳解釋能力。 

    王英明(2007)和過去研究台灣股票市場所用的 GARCH-M 模型架構有所不

同，他利用 GJR-GARCH 模型為基礎，針對交易量(trading volume)及跨公司間外

溢(spillover across firms)兩種訊息到達(information arrival)為新增的解釋變數，分

別放入股票報酬變異數方程式所造成的影響進行探討。樣本為 2002 年 1 月 2 日

至 2006 年 12 月 29 日期間中台灣 50 指數或台灣中型 100 指數的八支成分股日資

料。實證結果顯示，同日交易量對於台股權值較低的小公司，有能力捕捉其波動

性，但是對於權值偏高的大公司，其解釋能力顯有不足；另外，交易量變化普遍

會導致公司報酬率的波動，而星期五、星期一效應皆不明顯，這點與郭先成(2002)

的結論則有所不同；最後，不同規模的投資組合間雖然互有波動外溢現象，但不

對稱性非常明顯。亦即訊息到達後，先造成大公司股價的波動，此波動再進而影

響到小公司，引起小公司股價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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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文獻幾乎都一致認為交易量與報酬率波動呈現正相關，但對於那種交易

量變數較能捕捉報酬波動的結論則有所不同。雖然劉邦杰(2002)認為交易筆數更

能解釋報酬波動，但王英明(2007)的實證結果則顯示每日交易量也可以相當程度

的解釋報酬波動，並成功降低波動持續性。而不論在台股指數、台股權證中都明

顯的存有不對稱的報酬波動現象，也就是負面衝擊帶給市場的影響大於正面衝

擊，同時也代表加入槓桿效果的時間序列模型才能更精準的描繪台股報酬波動。

至於利用 VAR 模型為時間序列模型架構的實證結果中，台股指數明顯的跟

S&P500 指數有跨期的相關效果，但台股指數跟台股權證間卻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存在。 

 

二、國外實證文獻 

    國外文獻早期關於價量關係的討論，大部分都偏重在交易量與價格變動的相

互關係，而 Karpoff(1987)時將 1987 年前的相關文獻作一簡單的整理，得出的結

論即為：交易量與價格變動、交易量與價格變動的絕對值都呈現正相關，爾後的

學者以此為基礎不斷繼續擴展補充，分述如下。 

    Gallant, Rossi and Tauchen(1992)利用報酬與交易量的聯合條件密度函數來

討論價量關係，此外，他們也針對報酬與交易量數列去除趨勢以及季節性調整等

修正，提供定態的報酬與交易量數列以供研究。樣本為 S&P500 指數及相關交易

量日資料。實證結果顯示，價格波動與交易量的正向關係是存在的，而且此正向

關係並不存在任何非線性的特質，調整後的標準化交易量若為負，則此正向關係

幾乎維持固定，但調整後的標準化交易量若為正，則此正向關係會繼續的加強；

另外，在加入交易量變數後，風險與報酬的關係也會從負轉正；最後，作者們也

證實了槓桿效果是聯合被報酬與交易量解釋的。 

Hiemstra and Jones(1994)進一步的引用了 Gallant 等人對報酬與交易量調整

的做法，另外再使用線性與非線性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來深入探討價量關係。

樣本為 1915 年至 1990 年的道瓊股價指數的價量日資料，因樣本期間有結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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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所以樣本一分為二分別檢定。實證結果顯示，報酬與交易量變動間存在單

向的線性因果關係，也存在雙向的非線性因果關係。 

    Foster and Viswanathan（1995）利用模擬動差分析法估計模型中的參數，並

建立投機交易模型探討價量關係。樣本為 1988 年 IBM 公司的以每半小時為單位

的價量資料。實證結果顯示，不論是當期交易量或前期交易量，也不論以交易量

本身或是交易量平方為變數，對於價格波動的平方之解釋能力都不甚理想。 

    Andersen（1996）利用 GARCH 模型的一般設定，另外再加上修正混合分配

假說（Modified MDH）的理論運用，進行價量關係以及訊息是否到達的探討。

樣本為 1973 年至 1991 年的個股價量日資料，並將樣本期間分為六個子區間，其

中個股分別為 NYSE 中上市的五家公司：IBM、Amoco、Coca-Cola、Alcoa、Kodak。

實證結果顯示，修正混合分配假說較能夠解釋資訊流入市場的情形。 

其實在前期文獻當中，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為了驗證 Clark 的

混合分配假說，在文章中利用 GARCH（1,1）模式比較將成交量放入模式與不放

入模式的效果，並把每日成交量當作是資訊到達時間的代理變數。樣本為 20 個

經常在 CBOE 交易的股票之每日報酬率與成交量。實證結果顯示，每日成交量

可以相當程度的解釋美國單一市場關於每日報酬率變異數的分佈情形，這也隱含

了每日報酬率受日內均衡報酬率影響的主張。 

    此外，當成交量加入包含在條件變異數方程式內時，ARCH 效果、GARCH

效果總和的降低也表示了成交量適時的替代了訊息抵達市場的指標，並能夠有效

的降低波動持續性，使加入交易量變數的模型成為解釋報酬波動的利器。本文在

研究方法上即與此篇文獻相當類似，但多加考慮了風險溢酬項與不對稱的報酬波

動項，並以異常交易量變數(surprise volume)取代普通的交易量變數。而這十多年

來，更有許多專家學者利用類似的方法在全球的股票市場驗證價量關係。 

    如 Gallo and Pacini ( 2000 )受到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影響，除

了利用 GARCH、EGARCH 等模型設定來捕捉不對稱的報酬波動，另外又提出除

了當期交易量以外，其他有可能解釋資訊流入的替代變數(proxy)，包含落後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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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易量、前一天日內波動、隔夜性指標等等試圖取代當期交易量來解釋價量關

係，而為了方便比較起見，資料採取的樣本和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

採用的個股部分相同。樣本為 1985 年 1 月 2 日 1995 年 12 月 1 日的價量日資料。

實證結果顯示，前一天日內波動與隔夜性指標都顯著的比當期交易量有解試能

力。 

    Huang and Yang ( 2001 )也再度利用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所提出

的 GARCH(1,1)-cum-volume 模型，驗證台灣股市是否支持混合分配假說的存在。

樣本為 1989 年 9 月 1 日至 1993 年 6 月 30 日的每五分鐘台灣加權股價指數的價

量資料。實證結果顯示，交易量的加入並無法解釋波動持續的現象，而主要原因

可能有二，一是台灣市場中極為著名的漲跌幅限制，影響了市場訊息傳播的速

度，導致訊息並未完全反應在價格波動上；另一則為台灣市場所謂的”菜籃族”，

也就是散戶為主要的投資者，對市場訊息通常會過度反應，而無法正確的傳遞市

場資訊。 

    Bohl and Henke ( 2003 )一樣利用 GARCH-cum-volume 模型為基礎，驗證波蘭

的股票市場是否支持混合分配假說的存在。樣本為 1999 年 1 月 4 日至 2000 年

10 月 31 日的華沙股票交易所 20 支個股日價量資料。實證結果顯示，價格波動

的變異數與交易量呈正相關，也就是支持混合分配假說的存在，而交易量也可以

適度的解釋價格的波動。 

    Wagner and Marsh ( 2003 )更進一步應用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的

想法，並利用考慮風險溢酬項的 GARCH-M 模型以及不對稱價格波動(槓桿效果)

的設計，再加入異常交易量(surprise volume)為新的交易量變數代替資訊的流入市

場，實際去驗證美國與國際間六大股票市場(荷蘭、法國、德國、香港、英國、

日本)是否支持混合分配假說的存在。樣本為 1988 年 1 月 4 日至 1997 年 11 月 14

日的七國股票市場指數價量日資料。實證結果顯示，異常交易量可以取代一般的

交易量變數，成為更好的資訊流入替代變數(proxy)，因為一般交易量太容易受到

其他因素，如單純的流動性交易、市場雜訊等等的干擾，無法忠實的反應市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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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及時流入，因此，市場投資人也許應該改採異常交易量為價量關係的新解。

本文即是利用異常交易量測試台灣市場的價量關係是否也支持混合分配假說的

存在。 

    從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的實證結果提出以後，各國學者紛紛在

不同市場驗證混和分配假說立論下的價量關係，試圖以更多、更好的交易量變數

替代市場訊息的流入，加以解釋報酬的波動，並期望新的訊息替代變數可降低報

酬波動的持續性。而我們也可以從這些實證結果看到，除了在台灣市場中並非所

有文獻都支持交易量變數可以解釋報酬波動持續的情形外，其他各國的股票市場

都支持混和分配假說的存在，並可透過交易量變數來解釋報酬波動，也因此，本

文試圖在台灣市場中引進新的交易量變數--異常交易量(surprise volume)再一次

嘗試解釋報酬波動，以此一新變數驗證混合分配假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