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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興市場各類規模的價量關係過去一直很少人進行研究，主因為新興市場缺

乏規模性的股票指數。為了建立規模指數，本研究以台灣股票市場(上市、上

櫃)的公司為樣本，並以公司的市值當作公司規模的代理變數。將本研究期間

的所有樣本(扣除成交量較低的5%)依其市值給與排序，分成10組(每組110家

公司)，並利用加權股價的概念，計算出各類規模的指數。其中大型股指數以

最大規模組的指數代替，而小型股指數則以最小規模組的指數代替，中型股

則以排序在中間110家的公司之規模指數來表示之。產生各類規模指數後，

本研究利用DCC-GARCH，探討金融海嘯前後(前期：2003/9/1~2006/8/31，後

期：2007/9/1 ~ 2010/8/31)各類規模的價量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金

融海嘯前期台灣股票市場的波動是呈現價先量行的狀況，但在海嘯過後，價

量的因果關係並不存在，此一研究結果將提供投資人一個投資決策建議即在

不存在金融突發事件時，可以注意成交量的變化，而在金融突發事件後價量

關係則沒辦法成為投資人可以依賴的資訊，如此將有利於投資獲益及風險的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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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由於投資管道的多元化使得投資人有必要強化其在資產上的風險控

管，即資產配置的適切程度，影響資產配置有許多因素，包括報酬率、風險

和風險趨避程度等。然而影響資產價格的因素既多且複雜，再加上漲跌非常

難以預測，導致市場瞬息萬變，每天均有不可預知的變動。因此對資產的價

格與風險之研究一直是財金領域的一大主流。 

有關資產的價格與風險的研究過去都是用報酬來解釋風險，但自從 Fama 

(1971)指出風險報酬的關係後，風險成為解釋報酬的因素。但風險是無法由

市場直接量化的變數，故尋找一個適合的風險代理變數絕對有其必要性，傳

統財務文獻大多支持以波動 (Volatility) 來做為風險代理變數的觀點。再輔以

Sharpe (1964)、Lintner (1965)和 Mossin (1966)提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M)

以來，更加確定系統風險成為解釋資產報酬率的一個重要因子；以及日後

Ross (1976)所提出的套利訂價理論(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簡稱 APT)、Fama 

and French (1992，1993)提出的三因子模式(市場、規模、淨值市價比)以及

Carhart (1997)的四因子(市場、規模、淨值市價比及動能效應)來預測報酬。

這些因子的波動為是主要的解釋變數，因此波動的研究一直都是研究金融商

品價格的主要領域，此外波動也隨著計量工具的發展，從靜態的估計，延伸

至以動態模型來進行預測。因此本研究擬採用動態模型來探討波動動的變化，

輔以單變量模型以及雙變量模型來進行探討外溢的效果的狀況。 

在股票市場的價格與成交量的關係最早由 Copeland(1976)、Jennings, Starks 

and Fellingham(1981)與 Jennings and Barry(1984)指出市場訊息透過交易量變

動進而影響報酬產生變化的過程，當交易者收到新的訊息並將之反應於交易

時，價量變動具有量先價行的遞延關係，價量關係被視為交易訊息傳遞之過

程。日後就有許多學者開始進行價量關係的研究，這些研究多半都侷限於報

酬與成交量之間的關係，而有關報酬與成交量的波動關係，研究的學者就比

較少，因此在不同的公司規模下，市場的價量波動變化如何，成為本研究的

另一個動機，2008 美國本土發生金融風暴而引起全球的金融海嘯，因此在金

融海嘯後，對公司規模下的波動影響為何，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擬在探討波動的價量關係，此為探討雙變量的關係，有關兩變數間的

波動關係，在傳統 GARCH 模型的實證分析都假設兩數列間的共變異關係為

靜態，即兩數列的殘差項具有固定條件相關(Constant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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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 CCC)，但這樣的假設在直覺上是較不合理的，因為當時間數列面

臨結構性的影響，若假設了固定條件相關，則可能會使估計出來的相關係數

發生偏誤。此外 Tse (2000) 也指出 CCC 設定將面臨參數估計的強韌性

(Robust)問題，因此必須先加以檢定。因此 Engle (2002) 的研究中，以兩階

段估計法來避免參數過多問題，並將條件相關係數設為非常數，此即為

DCC(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 簡稱 DCC)下的雙變量 GARCH 

模型。此模型比較符合一般的假設，因此 DCC-GARCH 模型被大量應用在金

融資產的報酬波動的實證研究，本研究擬以此一模型進行波動的價量關係的

研究。 

本研究第一章的緒論主要介紹本就的研究動機以及確立研究方向，並介紹本

研究的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以及因研究動機及目的而衍生的研究方向，並

簡單敘述研究方法。其他章節分別為第二章為文獻探討，主要介紹價量關係

與規模訊息傳遞效應的相關文獻。第三章為本文資料來源以及相關研究方法

的介紹，本研究主要探討波動與及公司規模的關係，並且以 2008 全球金融

海嘯發生前後為基準，探討波動的變化狀況。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為

DCC-GARCH 族模型，這都將會在第三章進行詳盡的介紹。第四章為實證結

果分析，主要根據第三章的研究方法進行實證的分析與驗證，本章主要著重

在統計數字的分析與探討。結論在本研究的最後一章即第五章。本章根據第

四章的實證分析結果提出綜合結論。 

 

貳、文獻探討 

在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市場上的供需雙方一起決定均衡價格與數量；因

此在分析金融資產價格時，應一併探討成交量訊息，如此才能完整分析

交易訊息。Ying (1966)明確指出，若單獨研究價格或成交量並不能算

是很完整的分析，因為價格與成交量是市場機能的聯合產物(Joint 

Products)，任何完整的分析都必需同時考慮價格與數量這兩個變數，

才能真實的反應市場狀況，也因此有許多學者提出價量關係的理論解釋。

分別為 Clark (1973) 與 Epps and Epps (1976)的 Clark 與 Epps 之混

合分配模型 (Mixture Distribution Model)、Copeland (1976)之序列

資訊抵達模型 (Sequential Arrival of Information Model)以及

Karpoff (1986) 之價量關係不對稱假說。有關價量關係的實證研究可

以追溯到 Osborne (1959)的實證研究發現股價變動之變異數與交易次

數平方根成正比，不過其研究主題主要是探討股價變動與交易次數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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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非直接探討股價與成交量的關係，不過此結論卻引發了許多有關

價量關係的討論。早期的價量關係研究主要在討論價格與成交量間的同

期關係，1980 年中期以後則漸漸重視價量間的因果關係研究，有關價

量同期關係的討論大都發現價格與成交量間存在正向關係如 Granger 

and Morgenstern (1963)、Godfrey et al. (1964)、Ying (1966)、Crouch 

(1970)、Clark (1973)、Epps and Epps (1976)、Epps (1977)、Wood et 

al. (1985)、Harris (1987)、Karpoff (1987)、Jain and Joh (1988)、

Bessembinder and Seguin (1992)、Basci et al. (1996)、Bessembinder 

et al. (1996)以及 Cooper (1999)。然而價量關係兩者之間的正向關

係是否隱含可以用價量其中的一個變數來預測另外一個變數，引發了學

者另一波有關價量間因果關係的研究。此類研究主要是分析成交量對價

格(或者價格對成交量)的領先落後關係，來探討價格及成交量間是否存

在因果關係如 Jaffe and Westerfield (1985)、Harris (1987)、

Smirlock and Starks (1985)、Eun and Shim (1989)、Hamao et al. 

(1990)、Jarrow (1992)、Fendenia and Grammatikos (1992)、Campbell 

et al. (1993)、Hiemstra and Jones (1994)、Theodossiou and Unro 

(1995) 、Chiang and Chiang (1996)、Brennan et al (1998) 、Kumar 

et al. (1998)、Martens and Poon (2001)、Wang and Cheng (2004) 、

Baker and Stein (2004)、Leigh et al. (2004)、Mazouz(2004)、How 

et al. (2005)、Cheuk et al. (2006) 及 Gebka et al. (2006)等，

上述學者有些研究指出價先量行，有些則為量先價行，亦有研究指出股

市價與量兩者間具有雙向回饋關係，另外也有一些涉及市場微結構、行

為財務及外溢效果等，或應用事件研究法的實證研究探討價量關係，不

過他們的實證研究結果分歧，但股市存在價量關係普遍受實證結果的支

持。上述的研究方法均假設價格與交易量變動的變異數為固定，但是高

頻率財務資料通常具有自我相關及條件異質變異的問題，Engle (1982)

發展 ARCH 模型以解決這二個問題，而 Bollerslev (1986)則將其擴展

成 GARCH模型以用來描述時間數列的波動群聚現象。許多文獻(如 Engle 

(1982)、Bollerslev (1986)及 Nelson (1991)等)均提出若某時間序列

呈現條件異質變異性，則其變異數可用 GARCH 族模型來刻劃。以總體

及財務的資料而言，常有資料拒絕變異數齊質假設的情況。GARCH族模

型則恰可允許變異數取決於過去的變異數及干擾項，故可接受條件異質

變異的存在。同時，此類模型亦可抓住時間序列資料中常見的波動性群

聚特性。因此 GARCH族模型成為近期研究價量關係的主要方法之一。像

Dennis and Sim (1999)、Hernández- Trillo (1999)發現研究的樣本

期間價量的影響並不顯著。不過 Lee and Rui (2002)分析紐約、東京

及倫敦股市的價量關係，結果發現紐約股市的成交量對紐約股市的股價、

及其他兩個股市的股價都有顯著的解釋能力。Huang et al. (2006)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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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灣股票市場波動性和成交量的關係，發現個別投資者會使得波動和

成交量有正向關係。Gau and Hua (2007) 檢視新台幣對美元匯率波動

如何被公開消息和未預期交易量所影響，他們發現未預期交易量能補捉

到日內價格的波動，相對的，市場收盤和下午開盤交易期間的點波動，

不能完全的被時間因素、公開消息和未預期交易量所解釋。 

在國內的價量關係，也有不少學者進行研究，葉銀華 (1991)利用轉換

函數模式（Transfer Function Model）探討台灣股票市場的指數與成

交量，發現成交量變動領先股價報酬兩期，量是價的先行指標，前一期

成交量對股價指數變動的影響程度大於前二期成交量的變動。許和鈞與

劉永欽(1996)研究股票交易之個股、分類產業及總體市場的價量資料，

並利用線性與非線性來探討因果關係。在線性上的因果關係，短期內存

在的因果關係為價影響量；但就長期來看，則是存在雙向因果關係。另

外在非線性的因果關係上，台灣股票市場價量之間亦存在非線性因果關

係，且無論研究期間的長短，非線性的因果關係皆為價量互相影響。楊

踐為與許至榮(1997)分別就台灣股票的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以

Granger 的 ECM 模式以及 Hsiao’s FPE（Final Prediction Error，

最終預測誤差準則）來分析價量的因果關係，結果發現集中市場若以

Granger 的 ECM 模式來判定，股價加權指數與成交量間存在交互影響；

但若以 Hsiao’s FPE 模式來判定時，價量間則不具因果關係。另外在

店頭市場方面：Granger 的 ECM 模式與 Hsiao’s FPE 模式都證實價量

間都是交互影響。許溪南與黃文芳 (1997)研究台灣股市價量間之線性

及非線性因果關係，均發現報酬率與成交量或成交量變動率間都存在雙

向因果關係，且成交量及成交量變動率領先報酬率之頻率較高。聶建中

與姚蕙芸(2001)利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進行台

灣股市成交量及股價指數間的因果關係檢定，結果發現股價指數與成交

量兩者呈現雙向回饋關係。劉映興與陳家彬(2002)利用交叉光譜分析

(Cross-Spectrum Analysis)探討台灣股市之交易值或交易量與加權指

數兩者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結果顯示，台灣股票市場加權指數不具有

循環的現象，但在交易值及成交量則有循環現象。而且無論是交易值或

交易量與加權指數皆呈現高度的相關性且領先加權指數，故支持台灣股

票市場存有「價量關係」與「量是價的先行指標」。莊家彰與管中閔(2005)

利用分量迴歸來探討台灣股市報酬率和成交量的關係，結果發現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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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交量之間具有正向關係，呈現「價量齊揚」和「價跌量縮」的現象，

而前者效果通常較顯著；但報酬率接近最大漲幅限制時，報酬率與成交

量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報酬率接近最大跌幅限制時，「價跌量縮」的現

象甚至更強。賴鈺城等四人(2008) 利用雙變量 GARCH 模型研究分析台

灣加權股價指數、台股指數期貨與摩根台指期貨三變數間之關連性，發

現現貨與期貨市場的交易量對波動性具有顯著影響，且未預期交易量對

波動性的影響高於預期交易量。綜合以上在股市價量關係之相關研究方

面的實證結果，大部分研究均指出股市價量數列的確具有自我相關與異

質變異現象，不過價量關係的因果結論比較分歧，有些研究指出價先量

行，有些則為量先價行，亦有研究指出股市價與量兩者間具有雙向回饋

關係，不過總結而言，股市存在價量關係普遍受實證結果的支持。 

 

參、研究資料與方法 

金融海嘯的發生始源於次級房貸的危機，匯豐控股在 2007 年 1 月首次額外

增加在美國次級房屋信貸的準備金額，並發出可能大幅增加撥備的警告。之

後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於 2007 年 4 月 2 日申請破產保

護。並導致 2007 年 7 月 27日全球股市首度因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問題而出現

大跌市，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指數亦受影響，大跌 404.14 點。日後並引爆 2008

年美國的銀行陸續倒閉及被接管，其中引爆金融海嘯最大危機為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當日美股大瀉

504 點；最大保險集團 AIG 陷入財政危機，而台灣政府實施了一連串護盤措

施，不過股市也大跌了 258.33 點。在 2009、2010 年造成歐洲的債信危機。

也因此 2007~2010 被稱為金融海嘯的時期，台灣於金融海嘯期間股票市場並

深受影響，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自 2003/1/1 ~ 2010/12/31 的走勢如下圖 1，

由圖 1，亦可明顯發現台灣在金融海嘯時期，股市震幅非常大，直到 2010年

下半年才有明顯的趨勢。 

本研究主要探討金融海嘯前後台灣股票市場波動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針對金

融海嘯後期資料選取時間為 2007/9/1 ~ 2010/8/31，為避免金融海嘯對前期

的 影 響 ， 以 及 讓 研 究 有 一 致 性 本 研 究 前 期 資 料 選 取 時 間 為

2003/9/1~2006/8/31。資料來源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其次本研究擬研究各類規模的價量關係，因此需再針對規模指數加以定義，

本研究擬將研究期間台灣上市櫃公司均為存續的公司(分為前後期，並將成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二十卷‧第二期 7  

 

 

交量較少的公司給予刪除(5%))的公司規模(本研究採用平均市值)給與排序，

取得各期樣本公司數如表 1，前期的樣本數有 860 家公司，後期的樣本數有

1100家公司。 

 

 

圖１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每日收盤走勢圖 

表 1 本研究各期樣本公司數 

 
前期 後期 

總數 1,140 1,312 

存續公司 907 1,156 

成交量低的公司(約 5%) 47 56 

樣本公司 860 1,100 

 

本研究主要探討金融海嘯的影響，因此以後期的樣本數為標的，因此將後期

樣本公司，分成 10 組，故每組樣本數為 110家，大型股為最大規模的成份，

小型股則取最小規模的成份股，中型指數則選取第 5組的後半部成分股及第

6 組前半部成分股。，而前期選取各類型成分股採用 110 家，故前 110 大市

值的公司列入大型股成份股，後 110 小市值的公司列入小型股成份股，市值

排序第 376到 485 的公司列入為中型股成份股。 

指數的計算則採用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的計算模式計算之，計算公司如下 

SMBiI i ,,9000* 
基期總市值

各類規模成分股總市值
 

並以金融海嘯後期第一天(2007/9/3)當基期，基期各類指數均設定為 9000點(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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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數的選定不影響結果)做經過整理計算，各期各類股的走勢如圖 2、圖 3 以及

各類股每日成交量如圖 4、圖 5。由圖 2 及圖 3 可發現，在金融海嘯前期，各類規

模指數的走勢相當平穩，不過在金融海嘯後，指數波動均明顯變大，此外由圖 4、

圖 5亦可發現，台灣股市的成交量幾乎集中在大型股，隨著規模的變小，成交量都

明顯的變小。 

 

圖 2 金融海嘯前期台灣各類規模指數走勢圖 

本研究報酬率的計算方法為第 t天的收盤指數除以第 t-1天的每日收盤指數

後取自然指數再乘以 100，而交易量的變動率亦採第 t 天的總成交量除以第

t-1天的總成交量後取自然指數再乘以 100。其計算式定義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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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v分別指指數報酬率及成交量變動率， I 、V 則指指數當日的收盤價

及總成交量， t 指時間， i 為公司規模別， smbi ,, ，分表示台灣大型股、台灣

中(中型股、台灣小型股，如 tbr , 指台灣大型股在 t 期的指數報酬率。 

 

圖 3 金融海嘯後期台灣各類規模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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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觀察四個指數於金融海嘯前後期的報酬序列的基本統計量(包括每期樣

本數、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及峰態係數)、Jarque-Bera 統計量、以

及 ADF、PP單根檢定統計量，以上資料彙整於表 2。 

 

圖 4 金融海嘯前期台灣各類規模指數每日成交量直方圖 

 

圖 5 金融海嘯後期台灣各類規模指數每日成交量直方圖 

在基本統計量方面，各股價指數報酬率樣本平均數在金融海嘯發生後都是負

的，而在金融海嘯發生前樣本平均數了小型股以外都是正的；此外就標準差

而言，由表 2各類規模指數在後期的標準差都比前期大；以偏態與峰態來看，

各類指數不論在前期或是後期全部都是左偏，且所有數列均為高狹峰。

Jarque-Bera 統計量檢定結果發現有關報酬率的部分均則顯示拒絕符合常

態的虛無假設，表示所有報酬率的數列資料均應不符合常態分配。 

另外在單根檢定方面，由表 2 之 ADF 及 PP 檢定結果顯示，所有數列資料 P

值均小於 1%顯著水準臨界值(-3.44)，表示無法拒絕序列資料為恆定的虛無

假設，因此判定各指數之股價指數報酬率之數列皆為恆定。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之一為 GARCH 模型，根據 Bollerslev(1983)指出 ARCH/ 

GARCH 需具備高峽峰分配及條件變異異質性。由表 2 可知本研究之樣本數均

呈現高峽峰分配，因此本研究仍需再考慮條件變異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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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本研究知資料是否具 ARCH 效果，本研究使用 Engle (1982)之 LM 

(Lagrange multiplier)檢定加以檢測，另外也觀察 Ljung-Box 的 Q統計量。

Engle (1982)的 LM 檢定乃是觀察數列之不同期殘差平方間的迴歸係數是否

顯著，來判定兩時點間的自我相關與異質變異現象是否明顯存在，若係數顯

著，表示該數列具有 ARCH效果。 

表 2台灣各類股市股價指數報酬率及成交量變動率之基本統計量與單根檢定 

規模 期間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態 JB ADF PP 

大型指數 
前期 746 0.0323  1.2111  -0.4654  6.7358  461  *** -26.4604  *** -26.4521  *** 

後期 746 -0.0205  1.6946  -0.1652  4.5132  75  *** -25.9563  *** -25.9266  *** 

中型指數 
前期 746 0.0137  1.1364  -0.9094  9.0228  1230  *** -23.7066  *** -24.0216  *** 

後期 746 -0.0345  1.7980  -0.6609  4.1892  98  *** -22.8318  *** -22.8375  *** 

小型指數 
前期 746 -0.0254  0.9648  -0.7326  10.0168  1597  *** -21.1108  *** -21.5431  *** 

後期 746 -0.0057  1.3900  -0.8851  4.5161  169  *** -20.2348  *** -20.6586  *** 

大型成交量 
前期 746 -0.0904  25.8454  0.4867  5.4848  221  *** -14.8032  *** -83.2458  *** 

後期 746 0.0151  23.6707  0.1305  3.4392  8  ** -20.5821  *** -72.5279  *** 

中型成交量 
前期 746 -0.0224  24.5788  0.5327  24.8377  14859  *** -26.4833  *** -47.0318  *** 

後期 746 0.0122  20.9070  -0.0927  3.0496  1  
 

-25.9200  *** -46.7493  *** 

小型成交量 
前期 746 -0.0562  24.8192  0.1757  14.8434  4364  *** -16.9618  *** -51.8239  *** 

後期 746 0.0217  23.3489  0.0017  3.7481  17  *** -51.8239  *** -16.9618  *** 

註：*, **, ***分別表示表示在 10%, 5%以及 1%顯著水準下顯著。JB 為 Jarque-Bera 檢

定統計量，若顯著表示拒絕符合常態之虛無假設。ADF and PP 為 Augmented 

Dickey-Fuller 以及 Phillips-Perron 單根檢定。ADF and PP 在.01、.05 及.1

的臨界值分別為-3.44、-2.86及-2.57。 

本研究取落後 6 期，亦即觀察當期殘差平方與前 5 期殘差平方之間的迴歸係

數顯著與否。茲將 Ljung-Box 的 Q 統計量及 LM 檢定結果如表 3 發現本研究

之數列 LB(12)大部分有顯著，並且 LB(12)2 及 LM 檢定大部分均在 1%顯著水

準之下顯著，表示各數列均具有條件異質(Conditional Hetrocedesticity; 

CH)等現象。由於 GARCH族模型的平均數方程式(mean equation)可以處理序

列自我相關現象，且其變異數方程式(variance equation)允許變異數取決

於過去的變異數及干擾項，故可接受條件異質變異的存在，因此採用 GARCH

族模型是合適的選擇。表示本研究之數列均呈現條件變異異質性。故本研究

樣本適合做 GARCH model 的分析。 

由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之樣本資料股價指數報酬率及交易量變動率數列資料

均存在顯著自我相關及條件異質變異現象，故描述兩數列的模型以 GARCH 模

型為合適之選擇。許多財務的時間序列資料皆呈現條件異質變異性，而由於

GARCH 模型允許變異數取決於過去的變異數及干擾項，故可接受條件異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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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存在，同時 GARCH 模型亦可抓住時間序列資料中常見的波動群聚特性，

因此本研究將以 GARCH模型來探討台灣股票市場在公司下的價量以及彼此間

的關係。但傳統的 GARCH 實證分析皆假設兩數列間的共變異關係為 CCC，是

較不合理的做法，因此本研究也將以 Engle (2002)的 DCC下的雙變量 GARCH

模型，來進行本文之研究。 

表3 台灣各類股市股價指數報酬率之Ljung-Box的Q統計量與ARCH檢定效果 

規模 期間 LB(12) LB(12)2 ARCH LM(6) 

大型指數 前期 21.69  * 173.74  *** 73.42  *** 
後期 23.57  ** 131.85  *** 60.28  *** 

中型指數 前期 42.75  *** 123.61  *** 67.32  *** 
後期 34.52  *** 179.66  *** 61.29  *** 

小型指數 前期 94.92  *** 167.61  *** 104.97  *** 
後期 113.42  *** 111.12  *** 42.70  *** 

大型成交

量 

前期 120.87  *** 29.67  *** 21.05  *** 
後期 116.75  *** 46.64  *** 34.14  *** 

中型成交

量 

前期 91.84  *** 165.39  *** 204.47  *** 
後期 70.84  *** 18.73  * 10.28  * 

小型成交

量 

前期 107.73  *** 83.66  *** 80.26  *** 
後期 100.41  *** 18.56  * 11.91  * 

註： ARCH(LM)檢定為卡方檢定，自由度為 6 

本研究將探討波動在不同公司規模下各類公司規模指數的連動性此本研究

將採用雙變量 GARCH 模型(DCC-GARCH)來進行分析。茲將研究方法介紹如

下： 

Bollerslev (1990) 假設條件相關係數為常數，簡化條件共變異數化所提出

的固定條件相關係數模型 (constant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 

CCC)，CCC下的 GARCH 模型通式如 4~8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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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假設兩數列的殘差項具有固定條件相關，這樣的假設除了配合資料

的特性外外，ρ是否為一固定常數，顯然是一個實證上的問題，且直觀上較

不合理，所以 Engle (2002) 提出的動態條件相關係數模型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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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odel, DCC)，將變異數方程式中的交叉落後期

設為 1，其模型如下 9~1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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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q ,12 為兩數列的共變異數(covariance)， t,12 為動態條件相關係數，為每

期皆變動的值，此式即為 DCC 與 CCC 設定不同處。令 tir , 乃平均數為 0之數列

資 料 ， i 表 各 股 票 指 數 報 酬 率 ， 則 動 態 條 件 相 關 係 數 定 義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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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數可寫成

 tttt zzE ,2,11,12   ， 12 則為非條件相關係數。 

Engle (2002) 提出並證明 DCC 模型可以分兩步驟來估計  (two-step 

approach)，即先估計各別變數之 GARCH 模型，再來估計第一步驟之殘差標

準化後，估計相關係數 GARCH 模型。 

由 9~13 式可之第(11)、(12)式之變異數方程式及第(13)式之共變異數方程

式之係數，代表波動持續性(即本期變異受到上一期變異的影響程度)；另

外， 代表外溢效果；而第(21)式中 q 為股價指數報酬率之間的共變異數，

其中 係數表示兩數列之間的動態條件相關係數受到其上一期標準化殘差的

影響，  係數表示兩數列之間的動態條件相關係數之跨期持續性。 

本實證研究欲探討各公司規模下的報酬率與成交量的連動關係，由表 4發現

各落後期數的 AIC 值均非常接近，本研究基於參數節省(parsimonious) 目

的，先設定 AR(1)-GARCH(1,1)模型進行實證，變異數方程式的交叉項落後期

數也設定為 1。因此本研究報酬率與成交量的連動關係之模型如下 14~18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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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分析 

在本章將分析在金融海嘯前後有關價量關係以及規模訊息傳遞效應，在價量

關係上本節將以 DCC 下的雙變量 GARCH 模型來探討在金融海嘯前後，各規

模下股市的價量共變異關係進行比較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型為第(14)式至第(18)式。有關第(14)、(15)式的平均數

方程式係數估計，仍如前所述，使用 AR(1)進行估計，由於本研究重點在觀

察變異數方程式及共變異數方程式，因此有關平均數方程式的判定、估計過

程與結果均不列出。表 4 列出各股市之 DCC-GARCH 模型中的第(16)、(17)

式的變異數方程式及第(18)式的共變異數方程式之係數。 

在共變異數方程式，本研究發現價量關係的共變異數方程式中的係數、 均

成顯著的效果，並且 1  ，表示價量關係的相關係數隨著時間而變動，此

表示本研究以 DCC- GARCH 來探討價量關係的變動是否屬於合理。表 4 的右

半段列出各類規模指數的價量在金融海嘯前後配適出的 DCC 共變異數方程

式係數 及 。如表 4 所列，大多數的係數均為顯著(僅小型股在海嘯前期不

顯著)，此表示本研究採用 DCC-GARCH 來進行價量的波動關係屬於合理。 

 

表 4. DCC 下 GARCH 模型下價量關係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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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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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期間 1  2  1  2  1  2  1  2  
    

大
型
指
數 

前期 
-0.009

5 

 0.0164   0.2725  * -0.177

2  

 0.0106   0.0522  * -0.182

6  

 0.0034   0.0276  ** 0.798

1  

**

* 
(0.7960)  (0.6536)  (0.0613)  (0.6327)  (0.7790)  (0.0966)  (0.1296)  (0.8275)  (0.0111)  (0.0000)  

後期 
-0.049

5 

 0.0054   -0.000

6  

 -0.761

6  

**

* 

0.0404   0.0199   0.0049   0.0322  **

* 

0.0124   0.859

7  

**

* (0.1785)  (0.8821)  (0.9962)  (0.0045)  (0.2748)  (0.5879)  (0.9507)  (0.0075)  (0.2438)  (0.0000)  

中
型
指

數 前期 
-0.080

1 

** -0.013

9  

 0.2041  * -0.130

1  

 0.0185   0.0422  * -0.175

4  

 0.0027   0.0124   0.852

5  

** 

(0.0316)  (0.7104)  (0.0926)  (0.3107)  (0.6259)  (0.0986)  (0.1394)  (0.6285)  (0.4150)  (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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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 
-0.119

3 

**

* 

0.0063   0.2418  * -0.075

8  

 -0.010

9  

 0.0263   -0.132

5  

** 0.0010   -0.005

4  

 0.886

0  

**

* (0.0012)  (0.8659)  (0.0590)  (0.8199)  (0.7659)  (0.4813)  (0.0450)  (0.9540)  (0.4320)  (0.0000)  

小
型
指
數 

前期 
-0.054

8 

 0.0274   0.2186  * -0.450

4  

** 0.0260   0.0413  * -0.236

8  

* 0.0157  ** 0.0053   0.680

1  

 

(0.1406)  (0.4614)  (0.0534)  (0.0151)  (0.4862)  (0.0992)  (0.0532)  (0.0488)  (0.5883)  (0.2970)  

後期 
-0.103

6 

**

* 

-0.002

8  

 0.5919   0.2256   -0.000

6  

 -0.074

1  

*

* 

-0.492

3  

 -0.013

1  

 0.0616  **

* 

0.849

4  

**

* (0.0051)  (0.9403)  (0.6525)  (0.3918)  (0.9865)  (0.0460)  (0.6190)  (0.2819)  (0.0000)  (0.0000)  

 係數代表價量間的動態條件相關係數受到前期標準化殘差的影響，亦即動

態條件相關的持續性，若 係數大表示價量間的動態條件相關係數受到前期

標準化殘差的影響較大，本研究結果發現 係數大都呈現不顯著，僅大型指

數在海嘯錢期(0.0276)以及小型股指數在海嘯後期(0.0616)呈現顯著，表示

價量間的動態條件相關係數受到前期標準化殘差的影響較不大。 

而  係數則代表價量間的動態條件相關受到前期的影響，若  係數值大，表

示兩數列間的動態條件相關較穩定，而若  係數值為負，則其動態條件相關

將會波動相當劇烈。本研究結果在不論海嘯前後  係數都呈顯著正 

(0.7981→0.8597，0.8525→0.8860，0.6801→0.8494)，表示兩數列間的動

態條件相關較穩定，而海嘯過後也有顯著變大，並且都高過 0.8，表示股價

指數報酬率與交易量變動率兩數列之間，其動態條件相關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在金融海嘯前後動態條件相關係數的變化情形，如表 4，發現在金融海嘯過

後動態條件相關係數均顯著增加，表示在金融海嘯過後價量之間的動態條件

相關較穩定，並且配合上述 係數的結果，台灣各規模的股市呈現動態條件

相關的持續性減小，並且更趨於穩定，這可能是由於在金融海嘯過後台灣政

府時行一連串穩定政策有關。 

在(16)、(17)式係數代表二階自我相關與二階交叉相關。其中 1  、 2 描述二

階自我相關，代表上一期變異對本期變異的影響，亦即波動的持續性。觀察

表中數值，所有類型市場除了海嘯前期各類型指數(0.2725、0.2041、0.2186)、

小型股成交量(-0.4504)，以及後期的大型股成交量(-0.7616)、有顯著外，

其餘及都不顯著，若將顯著性降為 0.05，則僅有前期小型股成交量(-0.4504)，

以及後期的大型股成交量(-0.7616)，此表示在透過價量關係比較後，價格

變異的持續性及成交量變異的持續性都不顯著。 

1 、 2  則代表二階交叉關係，亦即波動的傳遞，而不論是海嘯錢期或是後期

1 全部都不顯著，這表示台灣各類型的指數價格並沒受前期成交量的影響，

即不存在量先價行的狀況，不過在 2 上，海嘯前期都有呈現正向顯著性

(0.0522、0.0422、0.0413)，在海嘯後期僅有小型股呈現負向顯著性

(-0.0741)，這結果顯示在海嘯前期，台灣各類型指數呈現價先量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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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利用動態條件相關的模型進行探討波動的外溢效果，主要研究的

因素為價量關係以及規模訊息傳遞效應，並利用金融海嘯的關係，探討金融

海嘯前後上述因素的變化狀況。研究結果均發現金融海嘯對於價量及規模間

的動態條件相關均成顯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動態條件相關模型來進行

研究是屬於合理的。 

有關波動的價量關係狀況，研究結果發現，在海嘯前期，台灣各類型指數的

波動呈現價先量行的狀況。但金融海嘯後期台灣股票市場價量因果關係並不

存在。 

本研究結果可以給投資人一個投資的建議，在不存在金融突發事件時，可以

注意成交量的變化，不過金融突發事件後，價量關係卻不存在的，利用此一

觀點進行投資決策的判斷，將有利於投資獲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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