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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在台灣股票市場以波動度及公司規模形成投資策略時，投資者是否可以透過技術分析中的移動平均

指標，來獲取較高的異常報酬。實證結果發現，在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投資組合中，使用移動平均策略之投資績效

皆優於買入持有策略。此外，為了充分掌握波動度效果及公司規模效果的異常報酬，本文根據移動平均指標所發

出的交易訊號，除了買入最高波動度（公司規模最小）的投資組合之外，並同時放空最低波動度（公司規模最

大）的投資組合，形成一零成本的投資組合。結果不管是依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所形成的投資組合，此一策略皆可

獲取顯著為正的投資績效。即便在扣除交易成本後，其優越的績效表現依舊存在。透過穩健性檢定，發現不論是

動能效果、總體經濟指標、市場狀態及市場擇時能力，皆無法完全解釋本研究依據移動平均指標建構交易策略所

可獲取的超額報酬。 

關鍵字：資產定價、異常報酬、技術分析、移動平均、台灣股票市場。 

 

緒論 

在國內外諸多有關於資產定價異常現象之中，公

司規模效果及波動度效果為兩個時常被討論到的議

題。公司規模效果所指的是投資於公司規模較小之股

票所能獲得之報酬會高於公司規模較大者。如 Banz 

(1981) 以在 NYSE 上市之普通股為研究標的，指出投

資於小規模股票所能賺取的報酬較大規模股票高；而

Fama and French (1992, 1993) 有關股票橫斷面報酬之

研究亦指出在美國股票市場存在小公司規模效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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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資於波動度較高之股票所能獲得之報酬會高於

波動度較低者則稱為波動度效果。如 Spiegel and Wang 

(2005) 發現特性波動度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與股

票報酬間呈現正向關係。相反地，Ang, Hodrick, Xing, 

and Zhang (2006) 與 Bali and Cakici (2008) 則發現高特

性波動度個股具有顯著較低之期望報酬。 

此外，技術分析是指投資人可以利用過去金融市

場的資訊來預測價格的趨勢，並據此決定投資策略。

文獻上有不少學者探討技術分析在不同金融市場的有

效性及其是否真能為投資者提升投資策略之獲利性 

(Brown & Jennings, 1989; Brock, Lakonishok, & 

LeBaron, 1992; Bessembinder & Chan, 1998; Park & 

Irwin, 2007; Menkhoff, 2010; Goh, Jiang, Tu, & Zhou, 

2012; Neely, Rapach, Tu, & Zhou, 2014; Szakmary & 

Lancaster, 2015 等)。因此，除了依買入持有 (bu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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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之方式來從這些資產定價異常現象上獲利之

外，投資人似乎也可以額外根據這些顯示市場變化之

訊號來決定買入持有資產的時機，以便能更有效地捕

捉這些資產定價之異常報酬。 如 Han, Yang, and Zhou 

(2013) 研究美國股票市場之異常報酬現象發現：當市

場存在高波動度效果之異常現象時，若依移動平均指

標來決定買入持有資產的時機時，高波動度效果之異

常現象依舊存在，且仍可藉此賺取超額報酬；即使在

扣除交易成本後，該投資策略仍可獲得正向報酬。

Zhu and Zhou (2009) 發現移動平均指標可提高資產配

置的效率性。Neely et al. (2014) 則提出技術分析可預

測市場風險溢酬。 

承接上述文獻，本文檢視台灣股票市場是否存在

高波動度效果及小公司規模效果這兩個資產定價的異

常現象1，並進一步探討當這些異常現象存在時，運用

移動平均指標所形成的投資決策是否會增強或減弱高

波動度效果及小公司規模效果，進而影響其投資績

效。此研究亦延伸 Bessembinder and Chan (1995) 的結

果，其探討技術分析指標對亞洲股市報酬的預測能

力，並發現技術分析對開發中國家（包括台灣）的預

測力顯著優於已開發國家；本研究預期在技術分析可

預測台灣股票報酬之前提下，可進一步對資產定價異

常現象提供顯著之預測能力。 

本文著重於波動度效果及小公司規模效果探討，

主因是 Han et al. (2013) 提出技術分析之有效性隨著

不確定性增加而增加，Zhang (2006) 指出短期股價具

有動能效果的原因是來自於投資人對於新資訊的反應

不足，投資人對資訊不確定性較大股票的反應不足現

象更嚴重。在 Zhang (2006) 文章中，波動度及公司規

模為兩個主要捕捉資訊不確定性程度之指標，故探討

技術分析對此二異常現象之有效性，更可進一步驗證

Han et al. (2013) 之論點。 

首先，我們以台灣上市及上櫃公司股票為研究標

的，依波動度及公司規模排序分成十個投資組合，分

別計算各投資組合的移動平均價格（簡稱 MA），並

引用 Han et al. (2013) 的作法，依據移動平均指標所發

出的訊號建立如下之買進交易策略：若一投資組合前

一交易日之收盤價大於其移動平均價格時，則將資金

                                                 
1 台灣股票市場是否具有公司規模效果並無定論，相關文獻

請參見李春旺、劉維琪與高孔廉（1989）、洪榮華與雷雅

淇（2002）、王麗惠、郭憲章與吳壽山（2009）、周賓凰

與劉怡芬（2000）、李命志與林宛宜（2000）及翁霓、劉

維琪與陳隆麒（1995）。 

投資於該投資組合；反之，則可將資金投資於無風險

資產（一個月期國庫券）。接著，我們可以比較最大

與最小波動度（公司規模）投資組合報酬率之差異來

探討台灣股票市場是否存在波動度及公司規模這兩種

異常報酬現象，並探討此一移動平均策略之獲利性是

否優於買入持有策略。 

值得注意的是，移動平均這一個技術分析指標不

僅可以幫助投資人決定買入資產的時機，對於賣出／

放空 (short sell) 資產適當時機之決定應該是同樣有效

的。因此，有別於 Han et al. (2013)，我們進一步仿照

Ko, Lin, Su, and Chang (2014) 所提出之方法，利用移

動平均指標所提供之交易訊號，同時買入最高波動度

（公司規模最小）投資組合，以及放空最低波動度

（公司規模最大）投資組合來建立一零成本投資策

略。亦即，當高波動度投資組合前一交易日之收盤價

大於其移動平均價格時，我們買入高波動度投資組

合，反之則將資金投資於無風險資產；同時針對低波

動度投資組合，若其前一交易日之收盤價小於其移動

平均價格時，我們放空該低波動度投資組合，反之則

將借入無風險資產作為短部位。我們稱該投資策略為

技術分析零成本投資組合（Technical Analysis Long-

Short Portfolio，簡稱 TLS）。移動平均擇時投資策略

或技術分析零成本投資組合策略皆提供了一天的投資

擇時訊號。若股票市場存在公司規模效果時，其相對

應之 TLS 策略亦依相同之方式建立。由於 TLS 策略利

用移動平均指標所提供之交易訊號同時決定買入及賣

出資產的時機，我們可以探討其獲利性是否會比單純

利用移動平均策略來決定買入資產的策略來的好。 

為了強化實證結果，我們也提供下列之穩健性檢

定。首先，我們比較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指標（包含

5、10、20、50、100 及 200 天）其相對應之移動平均

策略及 TLS 策略的投資績效。我們發現不管為波動度

投資組合或公司規模投資組合，移動平均策略之投資

績效皆會優於買入持有策略，且報酬會隨著形成移動

平均指標的天期增加而遞減；而不管為波動度投資組

合或公司規模投資組合之 TLS 策略，其所獲得之超額

報酬均明顯高於移動平均策略之報酬，且會隨著形成

移動平均指標天期的增加而遞減。此外，我們也進一

步探討移動平均指標之所以能夠提升投資策略獲利性

的原因，是否是因為動能效果所造成。其次，我們探

討當考慮交易成本後，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之績

效是否會產生變化。結果發現扣除交易成本後，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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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之移動平均策略除了 200 天期外，其投資績效大部

分仍為正；而不管為波動度投資組合或公司規模投資

組合之 TLS 策略的投資績效大部分仍為正。接著，我

們將整個樣本期間均分為兩個相等長度的子期間，結

果發現在波動度與公司規模投資組合之移動平均策略

及 TLS 策略，在兩個子樣本期間仍存在超額報酬。另

外，我們分別以 Liew and Vassalou (2000) 及 Han et al. 

(2013) 之方法，建立總體經濟因素及市場狀態因素指

標，探討移動平均策略與 TLS 策略之報酬是否會受到

這些指標的影響。結果發現加入總體經濟指標後，移

動平均策略與 TLS 策略之風險調整後報酬仍顯著為

正，且無法直接以總體經濟及市場狀態來加以解釋。

最 後 ， 我 們 引 用 Treynor and Mazuy (1966) 及

Henriksson and Merton (1981) 之方法，檢視運用移動

平均策略與 TLS 策略所產生的異常報酬，是否是因為

他們具有市場擇時能力而產生。我們發現移動平均策

略及 TLS 策略雖然都具有市場擇時能力，但是其對移

動平均策略與 TLS 策略所產生的異常報酬的解釋能力

亦都有限。 

本研究後續之章節編排如下：我們首先介紹研究

方法及資料來源，包含移動平均指標之計算、移動平

均策略形成之方式及移動平均策略報酬之衡量；接續

為實證方法及結果分析，包含移動平均策略之敘述性

統計量、CAPM 及 Fama and French 三因子模型之建構

與迴歸結果分析；後續分析為穩健性檢定，包含不同

天期移動平均策略之績效比較、動能效果對於投資策

略績效的解釋能力、考慮交易成本後之績效比較、子

樣本期間之績效探討、加入總體因素及市場狀態因素

之探討，以及是否具有市場擇時能力之探討；最後我

們為本研究進行總結。 

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 

移動平均擇時投資策略之衡量 

本研究分別以波動度及公司規模兩種方式將所有

股票分成十個投資組合。波動度投資組合形成方式如

下：首先，根據一整個年度之日報酬計算出年標準

差，於每年年初依前一年度之年標準差以價值加權平

均法（簡稱 VW）2由小至大排序形成十個波動度之投

                                                 
2 另一常用之加權方式為等權重加權平均法 (EW)，但過去文

獻普遍指出 EW 方式所建構之報酬率，容易受到小公司的

資組合，此十個波動度投資組合之組成股票會逐年改

變，即在每年年底重新計算。公司規模投資組合是以

公司前一年度最後一個交易日之普通股市值，於每年

年初分別以 VW 方式排序形成十個公司規模之投資組

合，公司規模投資組合在每年年底重新計算。 

在依上述兩種排序方法形成投資組合後，我們分

別計算出各投資組合 j 在 t 時點之價格 (Pj,t)，並以此

價格數列資料來計算各投資組合 j 過去 L 天期之移動

平均價格 (Aj,t,L)，計算方式如下： 

(1) 

移動平均價格代表股價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資產的平均

價格，連接每個時點的移動平均價格形成移動平均

線。依據當下資產價格與此一移動平均線的相對關係

發出交易訊號，即為技術分析指標中被廣為使用的移

動平均法。也就是說，當股市行情看好時，由於資產

的價格上漲並穿越其移動平均線，使得移動平均線呈

現上升的趨勢，並將帶來更多買氣，移動平均法會發

出一個進場買入資產的訊號；反之，當行情看壞時，

資產的價格跌破其移動平均線，使得移動平均線呈現

下降的趨勢，並將引來更多的賣盤，因此移動平均法

會發出一個賣出資產的訊號。本文以 10 天期 (L=10) 

之移動平均策略（簡稱為 MA(10)）為主要研究標的，

後續將針對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策略做為穩健性測

試。 

本文首先沿用 Han et al. (2013) 之研究方法，以移

動平均法這一個技術交易分析指標來決定波動度投資

組合及公司規模投資組合的買入持有時機。亦即，在

每個交易的時點 t 時，若某一投資組合 j 前一交易日之

收盤價 (Pj,t-1) 大於其移動平均價格 (Aj,t-1,L) 時，

則於 t 時點時把資金投資於投資組合 j；反之，我們則

把資金投資於一個無風險資產（一個月期國庫券）。

此一移動平均擇時投資策略 (moving average timing 

investment strategy) 之報酬可以衡量如下： 

(2) 

                                                                                
非同步交易現象所影響。礙於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採用價

值加權平均法作為主要實證結果，等權重加權平均 (EW) 
的結果並未報導於本文中。有興趣的讀者，歡迎來函向通

訊作者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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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t 為投資組合 j 在時點 t 的報酬，Rf,t 為一個月期國

庫券，即無風險報酬率。在此，我們可以把原來使用

兩種排序方法下所形成的投資組合視為買入持有之投

資組合，其買入持有之報酬為 Rj,t，而移動平均擇時

投資策略的報酬則為 LtjR ,,

~
。這兩種投資策略間的差距

我們稱之為移動平均投資組合  (Moving Average 

Portfolio, MAP)，並計算如下： 

(3) 

MAP 報酬顯示移動平均指標對於改善各投資組合投資

績效之能力。若 MAP 報酬為正，表示移動平均指標

可改善各投資組合之投資績效，即增強資產定價異常

現象的效果；反之，則減弱。Han et al. (2013) 發現投

資於高波動度投資組合之報酬會高於低波動度投資組

合，在進一步依據移動平均指標來決定買入持有資產

的時機後，高波動度效果之異常現象依舊存在且仍可

藉此賺取超額報酬，即使在排除交易成本後，該投資

策略仍可獲得正向報酬。 

值得注意的是，移動平均法此一技術分析指標不

僅可以幫助投資人決定買入持有資產的時機，對於賣

出資產的適當時機之決定應該是同樣有效的。因此，

不同於 Han et al. (2013)，Ko et al. (2014) 利用移動平

均指標所提供之交易訊號，建構買入價值型投資組合

並放空成長型投資組合之交易策略，並發現此交易策

略之投資績效大幅優於傳統買入持有投資策略。本文

仿照 Ko et al. (2014) 所提出之方法，買入高波動度

（公司規模最小）投資組合，同時放空低波動度（公

司規模最大）投資組合來建立一零成本投資策略，並

稱之為技術分析零成本投資組合 (TLS)。具體言之，

在波動度投資組合部分，在長部位  (long position) 

上，當高波動度投資組合前一交易日之收盤價大於其

移動平均價格時，顯示價格即將上揚，因此我們買入

高波動度投資組合；反之當其前一交易日之收盤價小

於其移動平均價格時，顯示價格即將下跌，因此我們

不對其做投資，改將資金投資於無風險利率資產。在

短部位 (short position) 上，當低波動度投資組合前一

交易日之收盤價小於其移動平均價格時，顯示其價格

即將下跌，因此我們賣出此低波動度投資組合；反之

當其前一交易日之收盤價大於其移動平均價格時，顯

示其價格即將上揚，此時我們不能藉賣出此投資組合

以支應買入之高波動度投資組合部位，而是要以無風

險利率借入資金。同樣的方法也應用在公司規模投資

組合上。根據上述方法，TLS 可以彙整如下： 

 (4) 

其中，下標 l 代表長部位，s 代表短部位。當討論波動

度之 TLS 策略時，l=10、s=1，而當討論公司規模之

TLS 策略時，l=1、s=10；R10,t (R1,t) 為在 t 時點波動

度或公司規模最大（最小）投資組合之報酬，P10,t-1 

(P1,t-1)為在 t 時點之前一交易日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最

大（最小）投資組合之價格，A10,t-1,L (A1,t-1,L) 為

在 t 時點之前一交易日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最大（最

小）投資組合之移動平均價格。為了與 TLS 策略之投

資績效作比較，我們計算波動度或公司規模中兩個極

端（最大的及最小的）投資組合間報酬的差距，並簡

稱為 10-1 或 1-103。若台灣股票市場存在高波動度效

果，投資於高波動度投資組合之績效應會優於低波動

度投資組合。再加上買入／放空時機的掌握，運用

TLS 策略買入波動度最大投資組合並放空波動度最小

投資組合，此一投資策略之績效應會顯著優於 10-1。

相同地，若台灣股票市場存在小公司規模效果，投資

於公司規模最小投資組合之績效應會優於公司規模最

大投資組合；且運用 TLS 策略買入公司規模最小投資

組合並放空公司規模最大投資組合，其投資績效也應

會顯著優於 1-10。 

資料來源 

本文以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發行之上市及上櫃公

司之普通股股票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選取期間為

1982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資料取得來

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3 在單純的買入持有策略下，會有一 10-1 (1-10) 之報酬，此

為買入波動度最大（公司規模最小）投資組合並放空波動

度最小（公司規模最大）投資組合所得之報酬。在考慮移

動平均指標後之移動平均策略中，也有 10-1 或 1-10 之報

酬，但這與 TLS 策略是不同的。移動平均策略下之 10-1 或

1-10 僅是在採用移動平均策略下，買入波動度最大（公司

規模最小）投資組合並放空波動度最小（公司規模最大）

投資組合之零成本投資組合之報酬。而我們提出之 TLS 策

略有分別考慮，何時要買入波動度最大（公司規模最小）

投資組合或是投資在無風險利率資產，以及何時要放空波

動度最小（公司規模最大）投資組合或是以無風險利率借

入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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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資料包含每日收盤價、市值、權益帳面價值、

無風險利率、市場報酬率及經濟成長率。其中，每日

收盤則價以每日除權息調整後之收盤價格為之，並據

以計算日報酬率4。交易成本資訊則取自台灣證券交易

所現行交易成本之規定。此外，本研究以台灣經濟新

報資料庫公佈五大行庫之一個月期定期存款利率為無

風險報酬率，以台灣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所計算之日

報酬率為市場日報酬率。 

實證方法與結果 

在此一章節，本文以 10 天期 (L=10) 之移動平均

策略（簡稱為 MA(10)）為主要研究標的，後續章節將

進一步探討 MA(5)、MA(20)、MA(50)、MA(100)及

MA(200) 等不同天期的移動平均策略之間的差異，以

作為穩健性檢定。我們先依波動度及公司規模排序所

形成之價值加權平均投資組合，分別呈現並比較買入

持有、移動平均擇時以及 TLS 等三種策略的敘述統計

量。接著，再探討移動平均擇時投資策略以及 TLS 策

略橫斷面報酬分析的結果5。 

各投資策略之敘述統計量 

表 1 為各投資策略之敘述統計量，包含買入持有

策略、移動平均擇時策略、此兩者間的差距 (MAP)，

以及 TLS 策略。首先，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

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敘述性統計

量，包含平均報酬、標準差及偏態係數。在買入持有

策略部分，雖然各波動度投資組合的報酬皆為正值，

但卻似乎不存在實證文獻中所觀察到的高波動度效

果。在運用移動平均策略後，波動度從最低（9.101 基

點）到最高（11.289 基點）之投資組合的報酬皆較買

入持有策略的報酬有顯著地增加，標準差亦皆較買入

持有策略小。有趣的是，從最後一欄 MAP 的 10-1 之

報酬 6.460 基點 (t=3.40) 可發現，移動平均這個技術

                                                 
4 所有市場上的個股股價都會因為除權而形成斷層，不僅造

成「除權之後股票變便宜」的錯覺，還算出錯誤的平均股

價趨勢線，這可能導致技術分析線圖的失效。正確的分析

須先將這一類因股票股利、股票分割和減資這三種無實質

經濟意義的事件所造成的假性波動消除。TEJ 提供以下調整

方式以便利使用：調整係數=除權參考價/(除權前收盤價-現
金股息)；調整因子=當日之後所有「調整係數」累乘；調整

後股價=原始股價*調整因子。 
5 利用等權重加權平均法與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得到的結果大

致相同，各投資策略的報酬甚至略高一點。 

分析指標有效地改善了買入持有策略的報酬，且投資

於高波動度投資組合會有較高報酬。也就是說，透過

移動平均指標選擇適當投資時機所建構的投資組合，

可以重現實證文獻中所觀察到的高波動度效果。另

外，TLS 策略的報酬為 13.314 基點 (t=5.98)，其 MAP

報酬為 17.389 基點 (t=7.32)6，與 10-1 之 MAP 報酬相

比，顯示移動平均這個技術分析指標可以明顯改善投

資報酬，尤其以買入高波動度投資組合並放空低波動

度投資組合之 TLS 策略報酬為最高。 

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

資組合之報酬敘述性統計量。在買入持有策略中，1-

10 之報酬為 10.782 基點 (t=7.34)，顯示了小公司規模

的效果。然而在移動平均策略中，1-10 之報酬為 7.706

基點 (t=4.98)；其與單純買入持有之間的差距 (MAP) 

為-3.076 基點 (t=-2.23)，此結果顯示投資人反而無法

利用移動平均策略從小公司規模效果中賺取更高的異

常報酬。但若參考移動平均指標來同時決定買入及放

空投資部位的時機，即運用 TLS 策略，報酬則為

20.786 基點 (t=10.35)；其 MAP 報酬為 10.000 基點 

(t=5.26)7，與 1-10 之 MAP 報酬相比，顯示使用 TLS

策略可以從小公司規模效果中賺取更高之報酬。 

歸納表 1 的結果發現：考慮移動平均這個技術分

析指標所建構的投資策略會帶來比單純的買入持有策

略更高的正報酬，而且波動度最高之投資組合所帶來

的報酬會較波動度最小之投資組合來的高。若依公司

規模排序，買入持有策略之結果同 Banz (1981)、Fama 

and French (1992) 及翁霓、劉維琪與陳隆麒（1995）

等研究結果所示，公司規模最小之投資組合相較於公

司規模最大之投資組合會帶來較高的報酬。而在考慮

技術分析指標後，雖然報酬亦皆明顯高於買入持有策

略報酬，但移動平均策略對於改善報酬的效果較小。

但是，如果能參考移動平均指標來同時決定買入及放

空投資部位的時機，則不管是以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排

序來形成的 TLS 投資組合，皆會比買入持有策略及移

動平均策略帶來更高的正報酬。 

 

                                                 
6 TLS 策略之 MAP 策略報酬為依（4）式所得之報酬，減去

買入持有策略下之 10-1 策略報酬，故為 13.314 基點減去負

的 4.075 基點，即得 17.389 基點。 
7 同上，此為 20.786 基點減去 10.782 基點，得到約 10.000 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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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資組合報酬率及統計特性 

本表為使用過去十天期移動平均價格與前一天收盤價之比較下，分別根據投資組合波動度 (Vol) 及公司規模 

(Size)來形成投資組合，並計算其敘述性統計量。比較方式如下：若一投資組合之前一天收盤價大於十天期移動

平均價格，即為一買入訊號，故在下一個交易日將資金投資於此投資組合；反之，則在下一個交易日將資金投資

於一個月期國庫券。買入持有策略與移動平均策略之差異簡稱為 MAP。TLS 為一零投入成本之投資策略，在依

波動度(公司規模)排序所形成之投資組合中，我們買入最大波動度（公司規模最小）之投資組合並放空最小波動

度（公司規模最大）之投資組合來形成零成本投資策略。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

的投資組合之報酬敘述性統計量； 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報酬敘

述性統計量。平均報酬皆轉換成以基點表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表示為 5%顯著水

準、***表示為 1%顯著水準。 

 買入持有策略  MA(10) 移動平均策略 MAP(10) 

排序 平均報酬 標準差 偏態 平均報酬 標準差 偏態 平均報酬 標準差 偏態 

Panel A: 波動度投資組合 

1 5.893  0.016 -0.025   9.101  0.011 0.606 3.209  0.011 0.420 

2 4.541  0.017 -0.054   7.643  0.011 0.223 3.102  0.013 0.209 

3 4.071  0.018 0.048   9.730  0.012 0.527 5.659  0.013 0.207 

4 3.149  0.019 -0.056   5.376  0.013 -0.009 2.227  0.014 0.081 

5 4.061  0.019 -0.131   9.086  0.013 0.087 5.025  0.014 0.307 

6 0.678  0.020 -0.111   6.105  0.013 0.020 5.427  0.015 0.252 

7 3.671  0.020 -0.140   8.679  0.013 0.096 5.009  0.015 0.299 

8 1.805  0.021 -0.159   7.249  0.014 0.000 5.444  0.016 0.335 

9 2.500  0.022 -0.095   9.871  0.015 0.080 7.371  0.016 0.240 

10 1.615  0.022 -0.077   11.289  0.015 0.108 9.674  0.016 0.239 

10-1 -4.075 * 0.020 -2.601   2.190   0.015 0.633 6.460 *** 0.016 5.741 

 (-1.65)      (1.02)    (3.40)    

TLS      13.314 *** 0.017 0.169 17.389 *** 0.018 0.202 

      (5.98)    (7.32)    

Panel B: 公司規模投資組合 

1 12.076  0.016 -0.245   15.485  0.011 0.241 3.409  0.012 0.562 

2 8.492  0.017 -0.211   14.607  0.012 0.017 6.115  0.012 0.389 

3 9.681  0.017 -0.256   14.329  0.012 -0.079 4.649  0.013 0.385 

4 6.816  0.017 -0.243   11.770  0.012 -0.128 4.954  0.013 0.390 

5 7.167  0.018 -0.228   11.586  0.012 -0.110 4.419  0.013 0.327 

6 5.298  0.018 -0.248   10.517  0.012 -0.186 5.219  0.013 0.364 

7 4.982  0.018 -0.219   10.957  0.012 -0.098 5.975  0.013 0.348 

8 4.343  0.018 -0.194   10.274  0.012 -0.103 5.931  0.013 0.305 

9 3.906  0.018 -0.227   9.056  0.012 -0.140 5.150  0.014 0.346 

10 1.293  0.018 -0.113   7.778  0.011 0.196 6.485  0.014 0.333 

1-10 10.782 *** 0.111 -0.138   7.706 *** 0.011 -0.077 -3.076 ** 0.011 -0.022 

 (7.34)     (4.98)    (-2.23)    

TLS      20.786 *** 0.015 0.121 10.000 *** 0.015 0.299 

      (10.35)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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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報酬分析 

本研究仿照 Han et al. (2013) 建構兩個資產定價

模型，探討 CAPM 及 Fama and French（之後簡稱為

FF）三因子模型能否用來解釋 MAP 報酬。首先，利

用 CAPM 來解釋 MAP 獲利能力之模型如下： 

(5) 

被解釋變數 MAPj,t,L 為第 j 個投資組合在第 t 日之

MAP 報酬。接著，根據 Fama and French (1993)，建

構市場因子 (MKT)、公司規模因子 (SMB) 及淨值市

價比因子 (HML) 等三個因子8，加入迴歸模型來探討

MAP 報酬之關係如下： 

(6) 

Rmkt,t 為在第 t 日之市場風險因子，其為市場大盤報酬

與無風險利率之差，Rsmb,t及 Rhml,t則分別代表在第 t 日

之公司規模及淨值市價比因子。 

表 2 為 MA (10) 投資策略依不同排序方法所形成

的投資組合之迴歸結果，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

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迴歸結果，結果彙整

如下:將 α 係數與未經風險調整之 MAP 平均報酬比較

（如表 1），可發現在兩個迴歸模型中，波動度最低

到最高投資組合風險調整後的 MAP 報酬皆高於未經

風險調整之 MAP 報酬，而市場風險因子係數皆顯著

為負值，其中 FF 三因子之市場風險因子係數明顯低

於 CAPM 之市場風險因子。此外，公司規模因子及

淨值市價比因子之係數皆顯著為負值，說明風險調整

後 MAP 較高的報酬是因為這些負值的風險因子。亦

即，投資策略之風險可透過移動平均這個技術分析指

標的運用來降低，並使其獲利能力得到改善。而根據

其調整後之 R2，可發現 FF 三因子對於 MAP 報酬的

解釋能力皆較 CAPM 高。接著，將 10-1 部分之 α 係

數與未經風險調整之 MAP 平均報酬比較，其風險調

整後 MAP 報酬僅在 CAPM 中高於未經風險調整之

MAP 平均報酬。在 TLS 策略方面，兩迴歸模型中的

α 係數皆顯著為正。而從調整後 R2可發現兩迴歸模型

對於 TLS 策略之 MAP 報酬的解釋能力都很低。 

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

投資組合之迴歸結果。在兩迴歸模型中，仍可發現公

                                                 
8 Fama and French (1993) 三因子模型與後續章節使用之

Carhart (1997) 四因子模型之建構方式詳見附錄。 

司規模最小到最大投資組合之 α 係數皆顯著為正，而

其市場風險因子、公司規模因子及淨值市價比因子之

係數亦皆顯著為負值。將兩迴歸模型之 α 係數與未經

風險調整之 MAP 平均報酬作比較，可發現其風險調

整後 MAP 報酬亦皆高於未經風險調整之 MAP 報

酬。在 TLS 策略方面，兩迴歸模型之 α係數皆顯著為

正，僅於 CAPM 之風險調整後報酬高於其未經風險

調整 MAP 報酬，但兩迴歸模型對於 TLS 策略之

MAP 報酬的解釋能力仍都很低。 

從表 2 的實證結果可發現：不論是依波動度或公

司規模所形成之投資組合，FF 三因子對於移動平均

策略之 MAP 報酬的解釋能力較 CAPM 為高，此部分

結果同於 Han et al. (2013) 之研究。但在運用 TLS 策

略後，則不管是 CAPM 或 FF 三因子模型對於 TLS 策

略之 MAP 報酬的解釋能力卻都很有限。 

穩健性檢定 

為了強化實證結果，本研究提供以下之穩健性檢

定。首先，計算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指標，並檢視其

對各投資策略報酬之影響；第二，探討移動平均指標

之所以能夠提升投資策略獲利性的原因，是否是因為

動能效果所造成；第三，考慮交易成本對交易策略獲

利性之影響；第四，將整個樣本期間均分為兩個相等

長度的子期間，分別探討在不同期間，移動平均策略

及 TLS 策略是否仍具有顯著優於買入持有策略的投資

績效；第五，建立總體經濟因素及市場狀態因素指

標，並探討移動平均策略與 TLS 策略之報酬是否會受

到這些指標的影響；最後，本文在迴歸模型中納入兩

個判別市場擇時能力的因子來檢視利用移動平均策略

與 TLS 策略所產生的異常報酬，是否是因為具有市場

擇時能力而產生。 

不同天期移動平均策略 

移動平均指標具有時間落後的性質，越短天期之

移動平均雜訊亦較多；相對地，越長天期之移動平均

指標則較短天期平穩。因此，在本小節，計算短天期

與長天期之移動平均指標，包含 MA(5)、MA(10)、

MA(20)、MA(50)、MA(100) 及 MA(200)，並據以形

成移動平均交易策略。表 3 為不同天期之 MAP 平均

報酬與 CAPM 及 FF 三因子模型之 α 係數之比較。

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

合之平均報酬，可發現在考慮不同天期之移 

10,,2,1,,,,,,,,,  jRMAP LtjtmktmktLjLjLtj 

1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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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AP(10)之 CAPM、Fama-French 三因子迴歸結果 

本表為考慮技術指標擇時策略下兩個不同形成投資組合方式 MAP(10)之 CAPM 及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迴歸

結果。βmkt、βsmb 及 βhml 為依照 Fama-French (1993) 之方式建立，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

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迴歸結果；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迴歸

結果。α 係數皆轉換成以基點表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表示為 5%顯著水準、***

表示為 1%顯著水準。 

  CAPM Fama-French 三因子 

排序 α  βmkt Adj. R2 α βmkt βsmb     βhml Adj. R2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 

1 4.797 *** -0.421 *** 38.36  4.654 *** -0.434 *** -0.104 *** -0.089 *** 39.58 

 (4.74)  (-70.07)   (4.55)  (-70.41)  (-7.67)  (-8.86)   

2 4.954 *** -0.490 *** 43.49  5.531 *** -0.500 *** -0.045 *** -0.125 *** 44.95 

  (4.67)  (-77.93)   (5.18)  (-77.65)  (-3.14)  (-12.01)   

3 7.690 *** -0.538 *** 45.43  7.588 *** -0.560 *** -0.195 *** -0.113 *** 47.45 

  (6.87)  (-81.05)   (6.78)  (-82.97)  (-13.12)  (-10.34)   

4 4.380 *** -0.570 *** 47.75  4.554 *** -0.581 *** -0.085 *** -0.106 *** 48.59 

 (3.87)  (-84.91)   (3.98)  (-84.23)  (-5.55)  (-9.48)   

5 7.173 *** -0.569 *** 47.10  6.980 *** -0.594 *** -0.204 *** -0.084 *** 48.95 

  (6.27)  (-83.81)   (6.08)  (-85.74)  (-13.36)  (-7.52)   

6 7.706 *** -0.603 *** 44.67  7.510 *** -0.625 *** -0.202 *** -0.108 *** 46.25 

 (6.05)  (-79.82)   (5.88)  (-81.08)  (-11.87)  (-8.63)   

7 7.365 *** -0.624 *** 46.75  6.387 *** -0.655 *** -0.310 *** -0.058 *** 49.34 

 (5.83)  (-83.24)   (5.09)  (-86.67)  (-18.59)  (-4.72)   

8 7.795 *** -0.622 *** 44.84  6.696 *** -0.661 *** -0.376 *** -0.068 *** 48.49 

 (5.95)  (-80.08)   (5.20)  (-85.08)  (-21.95)  (-5.41)   

9 9.660 *** -0.606 *** 38.74  8.281 *** -0.643 *** -0.373 *** -0.029 ** 41.69 

 (6.68)  (-70.64)   (5.76)  (-74.20)  (-19.48)  (-2.06)   

10 11.836 *** -0.573 *** 34.23  9.942 *** -0.619 *** -0.488 *** -0.053 *** 39.27 

 (7.86)  (-64.08)   (6.76)  (-69.83)  (-24.92)  (-3.67)   

10-1 7.039 *** -0.152 *** 2.92  5.288 *** -0.185 *** -0.383 *** 0.036 ** 6.52 

 (4.24)  (-15.43)   (3.20)  (-18.58)  (-17.42)  (2.22)   

TLS 18.600  -0.267  6.04  16.200 *** -0.310 *** -0.500 *** 0.088 *** 10.27 

 (9.33)  (-22.54)   (8.19)  (-25.96)  (-18.95)  (4.52)   

Panel B：公司規模投資組合 

1 5.057 *** -0.436 *** 39.43  4.045 *** -0.477 *** -0.390 *** -0.084 *** 46.35 

 (4.92)  (-71.67)   (4.11)  (-80.26)  (-29.74)  (-8.71)   

2 7.894 *** -0.471 *** 40.99  6.695 *** -0.514 *** -0.412 *** -0.098 *** 48.02 

  (7.36)  (-74.03)   (6.52)  (-83.03)  (-30.13)  (-9.74)   

3 6.494 *** -0.489 *** 42.64  5.283 *** -0.528 *** -0.372 *** -0.107 *** 48.54 

  (6.03)  (-76.58)   (5.09)  (-84.35)  (-26.93)  (-10.53)   

4 6.764 *** -0.479 *** 41.49  6.195 *** -0.513 *** -0.323 *** -0.135 *** 46.67 

 (6.26)  (-74.80)   (5.91)  (-81.15)  (-23.14)  (-13.16)   

5 6.409 *** -0.527 *** 46.09  5.842 *** -0.562 *** -0.322 *** -0.148 *** 51.11 

  (5.92)  (-82.14)   (5.56)  (-88.85)  (-23.02)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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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CAPM Fama-French 三因子 

排序 α  βmkt Adj. R2 α βmkt βsmb     βhml Adj. R2

Panel B：公司規模投資組合 

6 7.187 *** -0.521 *** 44.46  6.476 *** -0.557 *** -0.343 *** -0.151 *** 49.73 

 (6.50)  (-79.47)   (6.04)  (-86.28)  (-24.03)  (-14.37)   

7 8.016 *** -0.540 *** 47.04  7.648 *** -0.569 *** -0.268 *** -0.164 *** 51.10 

 (7.36)  (-83.71)   (7.19)  (-88.77)  (-18.97)  (-15.73)   

8 7.936 *** -0.531 *** 47.44  7.430 *** -0.555 *** -0.247 *** -0.105 *** 50.21 

 (7.48)  (-84.39)   (7.08)  (-87.86)  (-17.68)  (-10.24)   

9 7.309 *** -0.572 *** 50.54  6.976 *** -0.595 *** -0.206 *** -0.122 *** 52.83 

 (6.81)  (-89.79)   (6.53)  (-92.38)  (-14.46)  (-11.72)   

10 8.634 *** -0.569 *** 49.72  8.450 *** -0.590 *** -0.181 *** -0.031 *** 50.98 

 (7.95)  (-88.33)   (7.72)  (-89.37)  (-12.45)  (-2.90)   

1-10 -3.577 *** 0.133 *** 4.13 -4.405 *** 0.113 *** -0.209 *** -0.053 *** 6.46 

 (-2.95)  (-2.95)   (-3.61)  (15.38)  (-12.85)  (-4.43)   

TLS 10.200 *** -0.044 *** 0.24  9.169 *** -0.081 *** -0.361 *** -0.038 ** 3.72 

 (6.16)  (-4.50)   (5.56)  (-8.13)  (-16.44)  (-2.37)   

 

動平均策略下（除了 MAP(200) 外），仍可藉由技術

分析指標來獲取正報酬；從 10-1 部分可發現平均報

酬從高波動度投資組合到低波動度投資組合雖然沒有

明顯遞增趨勢，但投資於最高波動度投資組合之平均

報酬皆大於最低波動度投資組合。而隨著形成移動平

均指標的天期增加，波動度最低至最高投資組合之

MAP 平均報酬會呈現遞減現象，甚至產生負的報

酬；越短天期所包含的雜訊可能越多，使股價波動較

長天期大，進而導致投資報酬隨著天期增加而逐漸遞

減。在運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下，其平均報酬仍顯

著為正，而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之天期的增加，平

均報酬亦呈現遞減現象，與 10-1 部分作比較，則發

現運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皆較移動平均策略帶來較

高報酬，證明運用 TLS 策略對於改善報酬之有效性較

為顯著。如在 MAP(5) 中，10-1 之平均報酬為 8.060

基點，而 TLS 平均報酬則為 21.070 基點。 

Panel B 與 C 分別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

形成的投資組合之 CAPM 及 FF 三因子模型的 α 係

數。除了 MAP(200) 外，在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策略

下，兩個資產定價模型之 α 係數皆顯著為正，與

Panel A 之平均報酬比較，其風險調整後報酬皆高於

未經風險調整之 MAP 報酬。而兩個資產定價模型之

α 係數亦會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期增加呈現遞

減現象。在運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下，兩個資產定

價模型之 α 係數亦皆顯著為正；而隨著形成移動平均

指標天期增加，其 TLS 之風險調整後報酬亦呈現遞減

現象。與 10-1 部分作比較，則發現運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可帶來較高報酬，證明使用 TLS 策略確能改

善投資策略之獲利能力。 

    Panel D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

的投資組合之平均報酬，從 MAP(5) 到 MAP(20) 

中，MAP 平均報酬皆顯著為正，而移動天期大於 20

天後其報酬可能為不顯著的正值或轉為負值。但在 1-

10 部分，除了 MAP(5) 外，其他不同天期之 MAP 報

酬皆顯著為負，即移動平均策略對於小公司規模異常

報酬的增強程度較小。且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

期增加，其 MAP 平均報酬會呈現遞減現象，在

MAP(100) 後之天期有部分投資組合之 MAP 報酬甚

至轉為負值。在運用 TLS 策略下，從 MAP(5) 到

MAP(50) 之平均報酬皆顯著為正，表示在運用 5 天

期至 50 天期之 TLS 策略仍可賺取正向超額報酬，而

隨著移動平均指標之天期的增加，平均報酬亦會呈現

遞減現象。相較於 1-10 部分，運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可帶來較高報酬，如在 MAP(5) 中，1-10 之平均

報酬為-1.200 基點，而 TLS 之平均報酬為 12.040 基

點，即可證明雖然移動平均策略對於獲利能力之改善

程度較小，但 TLS 策略的運用確實可改善投資績效。 

Panel E 與 F 分別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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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 CAPM 及 FF 三因子模型之 α 係

數，大部分皆顯著為正（MAP(100)及 MAP(200) 除

外）。與 Panel D 之平均報酬相比，在不同天期之移

動平均策略下，兩個資產定價模型之風險調整後報酬

皆高於未經風險調整之 MAP 報酬。此外，兩個資產

定價模型之 α 係數亦皆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期

增加而呈現遞減現象。在運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

下，除了 MAP(100) 及 MAP(200) 外，兩個資產定價

模型之 α 係數亦皆顯著為正，而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

標天期增加，其 TLS 之風險調整後報酬亦呈現遞減現

象。與 1-10 部分比較下，TLS 策略之 α 係數皆高於

1-10 部分，再度印證使用 TLS 策略對於改善投資獲

利能力之效果顯著。 

表 3 的實證發現，不管為波動度投資組合或公司

規模投資組合，移動平均策略之投資績效皆會優於買

入持有策略，且其報酬會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

期增加而遞減；不管是波動度投資組合或者是公司規

模投資組合之 TLS 策略，其所獲得之超額報酬均明顯

高於移動平均策略之報酬，且會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

標天期的增加而遞減。這證實了移動平均這一個技術

分析指標不僅可以幫助投資人決定買入資產的時機，

對於賣出/放空資產適當時機之決定也是同樣有效的。 

表 3  考量不同天期移動平均策略之平均報酬與迴歸結果 

本表為考慮移動平均技術指標擇時策略下，不同天期之 MAP 平均報酬、CAPM、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之 α

係數。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平均報酬；Panel B 為依波動

度排序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 CAPM α係數；Panel C 為依波動度排序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 Fama & French 三因子

α係數；Panel D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平均報酬；Panel E 為依公司規模

排序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 CAPM α係數；Panel F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 Fama & French 三因子

α係數。所有係數皆轉換成以基點表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表示為 5%顯著水準、

***表示為 1%顯著水準。 

排序 MAP(5)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平均報酬 

1 4.150 *** 3.100 ** 1.220  0.620   -1.000  

 (2.98)  (2.30)  (0.87)  (0.44)   (-0.68)  

2 3.913 *** 2.560 * 1.270  1.340   0.820  

  (2.67)  (1.77)  (0.88)  (0.95)   (0.60)  

3 5.926 *** 4.830 *** 3.420 ** 2.470   1.150  

  (3.43)  (2.76)  (1.98)  (1.41)   (0.67)  

4 4.614 *** 2.960 * 2.480  2.160   2.360  

 (2.75)  (1.79)  (1.52)  (1.32)   (1.47)  

5 6.603 *** 5.160 *** 4.160 ** 2.910   0.900  

  (3.76)  (2.96)  (2.33)  (1.63)   (0.52)  

6 7.803 *** 5.130 *** 3.890 ** 2.640   1.460  

 (4.48)  (2.94)  (2.13)  (1.44)   (0.83)  

7 7.539 *** 5.940 *** 4.610 ** 3.650 *  1.920  

 (4.19)  (3.13)  (2.36)  (1.90)   (0.99)  

8 8.334 *** 6.740 *** 6.030 *** 4.010 **  1.830  

 (4.26)  (3.49)  (2.98)  (1.97)   (0.87)  

9 9.762 *** 6.530 *** 4.930 ** 3.660 *  0.480  

 (4.63)  (2.99)  (2.24)  (1.66)   (0.21)  

10 12.209 *** 9.700 *** 7.420 *** 5.720 **  4.170 * 

 (5.62)  (4.31)  (3.21)  (2.46)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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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排序 MAP(5)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平均報酬 

10-1 8.060 *** 6.590 *** 6.200 *** 5.090 ***  5.140 *** 

 (4.28)  (3.35)  (3.08)  (2.59)   (2.60)  

TLS 21.070 *** 17.510 *** 13.350 *** 11.050 ***  7.910 *** 

 (8.91)  (7.13)  (5.29)  (4.30)   (3.05)  

Panel B：波動度投資組合-CAPM α 

1 5.673 *** 4.663 *** 2.729 *** 2.160 **  0.584  

 (5.61)  (4.63)  (2.73)  (2.16)   (0.58)  

2 5.702 *** 5.007 *** 3.084 *** 3.130 ***  2.538 ** 

  (5.40)  (4.77)  (2.93)  (2.98)   (2.44)  

3 7.964 *** 7.448 *** 5.415 *** 4.372 ***  3.025 *** 

  (6.96)  (6.68)  (4.86)  (3.90)   (2.72)  

4 6.709 *** 5.742 *** 4.587 *** 4.309 ***  4.443 *** 

 (5.88)  (5.07)  (4.06)  (3.76)   (3.90)  

5 8.714 *** 7.996 *** 6.384 *** 5.101 ***  3.015 *** 

  (7.59)  (6.99)  (5.55)  (4.43)   (2.60)  

6 10.000 *** 8.120 *** 6.231 *** 5.040 ***  3.779 *** 

 (7.90)  (6.31)  (4.80)  (3.88)   (2.97)  

7 9.778 *** 9.095 *** 7.009 *** 6.003 ***  4.197 *** 

 (7.73)  (7.19)  (5.52)  (4.74)   (3.34)  

8 10.700 *** 9.843 *** 8.410 *** 6.366 ***  4.201 *** 

 (8.11)  (7.49)  (6.36)  (4.80)   (3.13)  

9 12.000 *** 9.622 *** 7.324 *** 5.978 ***  2.855 * 

 (8.38)  (6.61)  (4.99)  (4.08)   (1.95)  

10 14.300 *** 12.675 *** 9.705 *** 8.058 ***  6.542 *** 

 (9.51)  (8.38)  (6.38)  (5.33)   (4.33)  

10-1 8.656 *** 7.300 *** 6.976 *** 5.898 ***  5.958 *** 

 (5.18)  (4.41)  (4.25)  (3.61)   (3.56)  

TLS 22.000 *** 18.600 *** 14.400 *** 12.200 ***  9.091 *** 

 (11.09)  (9.22)  (7.11)  (6.05)   (4.55)  

Panel C：波動度投資組合-Fama&French 三因子 α 

1 5.663 *** 4.467 *** 2.368 ** 1.875 *  0.406  

 (5.54)  (4.38)  (2.34)  (1.85)   (0.40)  

2 6.239 *** 4.787 *** 3.560 *** 3.707 ***  2.844 *** 

  (5.88)  (4.52)  (3.35)  (3.50)   (2.70)  

3 7.975 *** 6.622 *** 5.278 *** 4.038 ***  2.509 ** 

  (6.94)  (5.94)  (4.71)  (3.58)   (2.24)  

4 7.008 *** 5.294 *** 4.702 *** 4.629 ***  4.644 *** 

 (6.10)  (4.61)  (4.10)  (3.97)   (4.00)  

5 8.549 *** 6.978 *** 6.069 *** 4.888 ***  2.789 ** 

  (7.41)  (6.06)  (5.24)  (4.20)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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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MAP(5)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C：波動度投資組合-Fama&French 三因子 α 

6 9.803 *** 7.266 *** 5.821 *** 4.557 ***  3.205 ** 

 (7.72)  (5.63)  (4.46)  (3.49)   (2.51)  

7 9.014 *** 7.308 *** 5.868 *** 4.808 ***  2.814 ** 

 (7.17)  (5.83)  (4.65)  (3.82)   (2.25)  

8 9.691 *** 7.759 *** 7.060 *** 4.901 ***  2.729 ** 

 (7.50)  (6.00)  (5.41)  (3.74)   (2.04)  

9 10.819 *** 7.285 *** 5.773 *** 4.364 ***  0.957  

 (7.59)  (5.05)  (3.97)  (3.00)   (0.66)  

10 12.756 *** 9.893 *** 7.484 *** 5.652 ***  3.900 *** 

 (8.63)  (6.71)  (5.07)  (3.88)   (2.68)  

10-1 7.093 *** 5.427 *** 5.116 *** 3.777 **  3.495 ** 

 (4.24)  (3.30)  (3.16)  (2.36)   (2.13)  

TLS 20.000 *** 16.000 *** 11.500 *** 9.157 ***  5.936 *** 

 (10.16)  (7.99)  (5.73)  (4.61)   (3.01)  

Panel D：公司規模投資組合-平均報酬 

1 5.389 *** 3.049 * 0.105  -2.090   -3.669 ** 

 (3.49)  (1.95)  (0.06)  (-1.21)   (-2.11)  

2 7.888 *** 4.634 *** 1.119  -1.456   -2.526  

  (4.96)  (2.84)  (0.67)  (-0.85)   (-1.43)  

3 7.580 *** 4.186 *** 1.343  -0.896   -1.896  

  (4.94)  (2.59)  (0.82)  (-0.54)   (-1.14)  

4 5.959 *** 3.969 *** 1.439  0.332   0.017  

 (3.99)  (2.59)  (0.88)  (0.21)   (0.01)  

5 6.669 *** 3.808 ** 2.714 * 0.456   -0.426  

  (4.28)  (2.35)  (1.69)  (0.28)   (-0.26)  

6 6.701 *** 4.769 *** 3.379 ** 1.707   0.026  

 (4.09)  (2.91)  (2.06)  (1.04)   (0.02)  

7 6.644 *** 5.349 *** 3.814 ** 2.260   1.383  

 (4.28)  (3.35)  (2.37)  (1.42)   (0.88)  

8 6.525 *** 6.243 *** 4.701 *** 4.642 ***  2.961 * 

 (4.21)  (4.01)  (2.94)  (2.99)   (1.87)  

9 6.587 *** 5.988 *** 4.486 *** 3.569 **  1.779  

 (4.11)  (3.68)  (2.70)  (2.22)   (1.10)  

10 6.546 *** 7.087 *** 4.393 ** 2.118   1.558  

 (3.75)  (4.05)  (2.44)  (1.19)   (0.88)  

1-10 -1.200  -4.000 *** -4.300 *** -4.200 ***  -5.200 *** 

 (-0.84)  (-2.89)  (-2.81)  (-2.81)   (-3.24)  

TLS 12.040 *** 10.250 *** 4.610 ** 0.140   -2.000  

 (6.66)  (5.33)  (2.39)  (0.07)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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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MAP(5)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E：公司規模投資組合-CAPM α 

1 7.014 ***  4.725 *** 1.769 * -0.385   -2.009 * 

 (6.83)   (4.63)  (1.73)  (-0.37)   (-1.93)  

2 9.673 ***  6.467 *** 2.945 *** 0.407   -0.658  

  (8.97)   (6.04)  (2.74)  (0.38)   (-0.61)  

3 9.352 ***  6.050 *** 3.165 *** 0.881   -0.103  

  (8.72)   (5.63)  (2.96)  (0.82)   (-0.10)  

4 7.765 ***  5.787 *** 3.317 *** 2.183 **  1.828 * 

 (7.17)   (5.37)  (3.07)  (2.04)   (1.72)  

5 8.588 ***  5.770 *** 4.676 *** 2.428 **  1.563  

  (7.84)   (5.32)  (4.31)  (2.25)   (1.47)  

6 8.660 ***  6.780 *** 5.377 *** 3.716 ***  2.124 * 

 (7.76)   (6.21)  (4.93)  (3.41)   (1.95)  

7 8.650 ***  7.402 *** 5.887 *** 4.301 ***  3.376 *** 

 (7.88)   (6.80)  (5.46)  (4.01)   (3.15)  

8 8.465 ***  8.259 *** 6.691 *** 6.577 ***  4.973 *** 

 (7.96)   (7.77)  (6.36)  (6.30)   (4.75)  

9 8.733 ***  8.183 *** 6.697 *** 5.696 ***  3.864 *** 

 (8.14)   (7.69)  (6.32)  (5.40)   (3.69)  

10 8.648 ***  9.306 *** 6.632 *** 4.355 ***  3.798 *** 

 (7.93)   (8.59)  (6.10)  (4.00)   (3.51)  

1-10 -1.634   -4.581 *** -4.863 *** -4.739 ***  -5.927 *** 

 (-1.31)   (-3.89)  (-3.95)  (-3.85)   (-4.43)  

TLS 12.100 ***  10.500 *** 4.878 *** 0.448   -1.733  

 (7.40)   (5.90)  (3.03)  (0.28)   (-1.10)  

Panel F：公司規模投資組合-Fama&French 三因子 α 

1 5.990 ***  3.634 *** 0.636  -1.709 *  -3.462 *** 

 (6.07)   (3.71)  (0.65)  (-1.75)   (-3.52)  

2 8.452 ***  5.133 *** 1.595  -1.310   -2.526 ** 

  (8.25)   (5.02)  (1.56)  (-1.28)   (-2.49)  

3 8.418 ***  4.889 *** 2.320 ** -0.128   -1.257  

  (8.11)   (4.71)  (2.24)  (-0.12)   (-1.22)  

4 7.231 ***  5.248 *** 2.586 ** 1.349   0.845  

 (6.88)   (5.02)  (2.48)  (1.30)   (0.82)  

5 8.178 ***  5.157 *** 4.104 *** 1.900 *  0.822  

  (7.70)   (4.89)  (3.90)  (1.81)   (0.79)  

6 8.112 ***  5.959 *** 4.195 *** 2.552 **  0.832  

 (7.50)   (5.61)  (3.95)  (2.40)   (0.78)  

7 8.322 ***  7.046 *** 5.678 *** 3.934 ***  2.869 *** 

 (7.80)   (6.62)  (5.36)  (3.7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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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MAP(5)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F：公司規模投資組合-Fama&French 三因子 α 

8 8.138 ***  7.572 *** 6.032 *** 6.033 ***  4.163 *** 

 (7.74)   (7.20)  (5.75)  (5.78)   (4.00)  

9 8.511 ***  7.709 *** 6.102 *** 5.237 ***  3.193 *** 

 (7.98)   (7.26)  (5.77)  (4.93)   (3.04)  

10 8.474 ***  8.818 *** 6.024 *** 3.727 ***  2.995 *** 

 (7.72)   (8.09)  (5.51)  (3.41)   (2.75)  

1-10 -2.484 **  -5.184 *** -5.388 *** -5.436 ***  -6.457 *** 

 (-1.98)   (-4.37)  (-4.36)  (-4.41)   (-4.89)  

TLS 11.100 ***  8.569 *** 3.335 ** -1.308   -3.794 ** 

 (6.80)   (4.98)  (2.08)  (-0.81)   (-2.45)  

 

動能因子風險調整 

由於移動平均這個技術交易指標主要在捕捉資產

價格的變動趨勢，因此我們可以合理的猜測：由這個

指標所發出的交易訊號是否會與動能效果所傳達的訊

息有所重疊呢？為了確認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以及

TLS 交易策略優異的獲利性是否是因為價格變動的動

能效果所造成，本文依照 Carhart (1997) 的方式建構

動能因子，將其加入 Fama and French (1993) 的三因

子模型中，來探討動能因子能否能解釋 MAP 報酬。

其迴歸模型如下： 

(7) 

其中，Rmom,t為在第 t 日之動能因子。表 4 呈現不同天

期之移動平均策略 MAP 報酬經 Carhart 四因子模型調

整過後之 α 係數，實證結果大致上與表 3 中經 CAPM

或 FF 三因子模型調整後的結果相仿。亦即，不管為

表 4    動能效果與不同天期移動平均策略之迴歸結果 

本表為考慮移動平均技術指標擇時策略下，不同天期之 Carhart 四因子模型之 α係數。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以

價值加權平均法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四因子 α 係數；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

的投資組合之四因子 α 係數。所有係數皆轉換成以基點表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

表示為 5%顯著水準、***表示為 1%顯著水準。 

 MAP(5)  MAP(10)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四因子 α 

1 5.638 ***  4.634 ***  4.435 *** 2.329 ** 1.807 *  0.334  

 (5.52)   (4.53)   (4.36)  (2.30)  (1.79)   (0.33)  

2 6.205 ***  5.504 ***  4.753 *** 3.504 *** 3.626 ***  2.740 *** 

  (5.85)   (5.16)   (4.49)  (3.31)  (3.43)   (2.62)  

3 7.976 ***  7.606 ***  6.644 *** 5.285 *** 4.005 ***  2.427 ** 

  (6.94)   (6.80)   (5.96)  (4.72)  (3.55)   (2.17)  

4 6.958 ***  4.505 ***  5.253 *** 4.635 *** 4.507 ***  4.491 *** 

 (6.06)   (3.94)   (4.58)  (4.05)  (3.90)   (3.92)  

5 8.579 ***  7.020 ***  7.030 *** 6.096 *** 4.886 ***  2.728 ** 

  (7.44)   (6.12)   (6.11)  (5.26)  (4.20)   (2.33)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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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5)  MAP(10)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四因子 α 

6 9.864 ***  7.575 ***  7.332 *** 5.898 *** 4.602 ***  3.205 ** 

 (7.78)   (5.94)   (5.69)  (4.53)  (3.53)   (2.51)  

7 9.053 ***  6.434 ***  7.344 *** 5.909 *** 4.819 ***  2.761 ** 

 (7.20)   (5.13)   (5.86)  (4.68)  (3.83)   (2.21)  

8 9.693 ***  6.713 ***  7.779 *** 7.077 *** 4.865 ***  2.621 ** 

 (7.50)   (5.21)   (6.01)  (5.42)  (3.71)   (1.97)  

9 10.873 ***  8.330 ***  7.328 *** 5.799 *** 4.311 ***  0.806  

 (7.64)   (5.80)   (5.08)  (3.99)  (2.97)   (0.56)  

10 12.808 ***  9.996 ***  9.987 *** 7.553 *** 5.634 ***  3.850 *** 

 (8.67)   (6.80)   (6.79)  (5.13)  (3.86)   (2.65)  

10-1 7.170 ***  5.362 ***  5.552 *** 5.224 *** 3.827 **  3.516 ** 

 (4.29)   (3.25)   (3.39)  (3.24)  (2.39)   (2.15)  

TLS 20.100 ***  16.300 ***  16.100 *** 11.600 *** 9.125 ***  5.867 *** 

 (10.21)   (8.25)   (8.07)  (5.77)  (4.59)   (2.98)  

Panel B：公司規模投資組合-四因子 α 

1 6.078 ***  4.117 ***  3.724 *** 0.688  -1.700 *  -3.488 *** 

 (6.20)   (4.20)   (3.83)  (0.71)  (-1.74)   (-3.55)  

2 8.540 ***  6.7794 ***  5.233 *** 1.666  -1.293   -2.572 ** 

  (8.38)   (6.65)   (5.16)  (1.64)  (-1.27)   (-2.54)  

3 8.490 ***  5.349 ***  4.965 *** 2.387 ** -0.108   -1.323  

  (8.21)   (5.18)   (4.80)  (2.31)  (-0.10)   (-1.29)  

4 7.294 ***  6.249 ***  5.339 *** 2.655 ** 1.350   0.787  

 (6.96)   (5.98)   (5.13)  (2.56)  (1.30)   (0.77)  

5 8.255 ***  5.907 ***  5.241 *** 4.160 *** 1.911 *  0.788  

  (7.80)   (5.65)   (4.99)  (3.96)  (1.82)   (0.76)  

6 8.170 ***  6.528 ***  6.023 *** 4.231 *** 2.549 **  0.792  

 (7.57)   (6.11)   (5.68)  (3.99)  (2.40)   (0.75)  

7 8.359 ***  7.687 ***  7.101 *** 5.714 *** 3.922 ***  2.792 *** 

 (7.84)   (7.24)   (6.68)  (5.39)  (3.70)   (2.65)  

8 8.180 ***  7.473 ***  7.619 *** 6.050 *** 6.008 ***  4.071 *** 

 (7.79)   (7.14)   (7.25)  (5.77)  (5.76)   (3.93)  

9 8.563 ***  7.027 ***  7.766 *** 6.145 *** 5.242 ***  3.124 *** 

 (8.04)   (6.59)   (7.33)  (5.81)  (4.94)   (2.98)  

10 8.477 ***  8.461 ***  8.843 *** 6.051 *** 3.714 ***  2.929 *** 

 (7.72)   (7.73)   (8.12)  (5.54)  (3.39)   (2.70)  

1-10 2.398 *  4.344 ***  5.119 *** 5.364 *** 5.414 ***  6.416 *** 

 (1.92)   (3.56)   (4.33)  (4.34)  (4.39)   (4.86)  

TLS 11.300 ***  9.328 ***  8.765 *** 3.471 ** -1.253   -3.826 ** 

 (6.93)   (5.69)   (5.15)  (2.18)  (-0.78)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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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度投資組合或公司規模投資組合，移動平均策略

之投資績效皆會優於買入持有策略，且其報酬會隨著

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期增加而遞減；而不管是波動

度投資組合或者是公司規模投資組合之 TLS 策略，其

所獲得之超額報酬均明顯高於移動平均策略之報酬，

且會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天期的增加而遞減。也就

是說，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以及 TLS 交易策略優異

的獲利性無法被動能效果所解釋。 

平均持有天數、交易頻率與交易成本之分析 

在現實社會中，於資本市場進行買賣會產生交易

成本。相較於買入持有策略，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

略均是根據移動平均指標來進行交易，因交易較為頻

繁，故將產生較高之交易成本。首先，本研究計算各

個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策略的平均持有該投資組合的

天數（簡稱 Holding），及該投資組合的交易頻率來衡

量投資者對於選擇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指標的偏好趨

勢。接著，藉由投資偏好與交易成本之間的關係，進

而探討交易成本是否對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以及

TLS 策略之獲利能力產生影響。交易頻率的計算方式

有二：方式一，依移動平均策略所投資於該投資組合

之總天數與交易期間總天數相除求得一交易頻率比，

簡稱為 Prop；方式二，依移動平均策略所買入該投資

組合之總次數與交易期間總天數相除求得另一交易頻

率比，簡稱為 Trade。根據本文對於交易頻率比之定

義，當投資者持有該投資組合之天數及交易次數越

多，則兩個交易頻率比會越大。 

表 5 為平均持有天數及交易頻率之計算結果，

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合

之計算結果。隨著移動平均指標的天期增加，其對於

持有各投資組合的天數也會增加，如在 MAP(5) 持有

天數之範圍從 4.146 天到 4.455 天，而 MAP(200) 為

41.356 天到 67.344 天；而在各投資組合之間，則不存

在一個固定的趨勢。由於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

期增加，其對於持有各投資組合的天數也會增加，故

可推論其 Prop 亦會越高，如在 MAP(5) Prop 之範圍從

0.479 到 0.513，MAP(200) 則為 0.413 到 0.572；大致

上，隨著形成移動平均指標的天期增加 Prop 會越高，

但在各投資組合之間一樣沒有固定的趨勢。根據越短

天期之移動平均指標來操作投資策略，於理論上，其

交易頻率會較長天期之移動平均指標高，如 MAP(5) 

Trade 之範圍從 0.109 到 0.120，而 MAP(200) 為 0.008

到 0.011，證明越短天期之移動平均策略的交易頻率會

越高。 

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

資組合之計算結果，可發現隨著移動平均指標的天期

增加，其對於各投資組合的持有天數亦會增加。在

Prop 部分在每個不同天期間亦無固定趨勢。Trade 之

結果指出，其交易頻率會隨著使用越長天期之移動平

均指標而越低，如 MAP(5) Trade 之範圍從 0.106 到

0.115，而 MAP(200) 為 0.008 到 0.013。 

由於較頻繁的交易，投資者根據移動平均指標之

交易訊號操作投資策略，相較於買入持有策略，將產

生較高的交易成本。從表 5 結果發現越短天期之移動

平均策略交易頻率會越高，而交易頻率越高則將產生

越高的交易成本。若考慮交易成本後，移動平均擇時

交易策略及 TLS 策略之獲利能力是否會產生變化？首

先，根據台灣證券交易所現行交易成本之規定，使用

一簡單方式估計交易成本，估計出之交易成本為 58.50

基點，其中包含買入與賣出手續費各 14.25 基點（共

28.50 基點）及證券交易稅 30 基點9。 

表 6 為考慮交易成本後，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策

略 MAP 報酬之變化，為了簡化作比較，在此只顯示

依波動度及公司規模排序下 TLS 策略之結果，本表之

結果可與表 3 及表 4（未考慮交易成本）之結果相互

比較。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投資

組合之平均及風險調整後報酬， TLS 策略在考慮交易

成本後，從 MAP(5) 至 MAP(200) 之平均報酬皆顯著

為正，如 MAP(10) 在未考慮交易成本前之平均報酬

17.389 基點（見表 1），在考慮交易成本後則為 8.670

基點，表示即使在考慮交易成本後，TLS 策略相較於

買入持有策略，其仍具優越的投資績效。同時，這些

報酬在考慮各種不同因子模型之風險調整後，仍具有

統計與經濟之顯著性。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

以 VW 所形成投資組合之平均及風險調整後報酬，在

考慮交易成本後，TLS 策略僅在 MAP(20) 之平均報 

                                                 
9  根據台灣證券交易所現行之規定，買賣有價證券所產生之

成本至少需包含手續費及證券交易稅，其相關規定如下: 
(1).手續費：現行集中市場手續費由證券經紀商自行按客戶

成交金額訂定手續費費，另得訂定折讓及每筆委託最低費

用。另證券經紀商所訂手續費率如逾成交金額千分之 1.425
者，應於委託前採取適當方式通知客戶，並留存紀錄。故

本研究採用 1.425 ‰為手續費標準。(2).證券交易稅：依證

券交易稅條例規定，證券交易稅係向賣出有價證券者，按

每次交易成交價格之一定比率課徵，投資於股票須課徵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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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考量交易成本後之投資組合報酬率 

本表為考慮交易成本後，運用技術指標擇時策略下不同天期之 MAP、CAPM、Fama-French 三因子及四因子之 α

係數簡表。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合之考慮交易成本後的平均報酬、

CAPM α係數、三因子 α係數及四因子 α係數；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價值加權平均法所形成的投資組

合之考慮交易成本後的平均報酬、CAPM α 係數、三因子 α 係數及四因子 α 係數。所有係數皆轉換成以基點表

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表示為 5%顯著水準、***表示為 1%顯著水準。 

 MAP(5)  MAP(10) MAP(20) MAP(50) MAP(100)  MAP(200)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  

           

平均報酬 7.710 *** 8.670 *** 11.620 *** 10.080 *** 9.300 ***  6.790 ***

 (3.26)  (3.61)  (4.73)  (4.00)  (3.62)   (2.61)  

CAPM α 8.614 *** 9.678 *** 12.700 *** 11.100 *** 10.400 ***  7.971 ***

 (4.35)  (4.85)  (6.30)  (5.49)  (5.18)   (3.99)  

三因子 α 6.695 *** 7.307 *** 10.100 *** 8.213 *** 7.407 ***  4.816 ** 

 (3.39)  (3.69)  (5.05)  (4.09)  (3.73)   (2.45)  

四因子 α 6.775 *** 7.393 *** 10.200 *** 8.295 *** 7.375 ***  4.748 ** 

 (3.44)  (3.74)  (5.12)  (4.14)  (3.71)   (2.41)  

Panel B：公司規模投資組合 

           

平均報酬 -1.100  1.630  5.040 *** 1.690  -1.700   -3.400 * 

 (-0.61)  (0.85)  (2.62)  (0.88)  (-0.85)   (-1.67)  

CAPM α -0.998  1.792  5.304 *** 1.965  -1.435   -3.134 ** 

 (-0.61)  (1.09)  (3.21)  (1.22)  (-0.89)   (-1.99)  

三因子 α -2.000  7.904  3.921 ** 0.421  -3.191 **  -5.195 ***

 (-1.22)  (0.48)  (2.37)  (0.26)  (-1.99)   (-3.35)  

四因子 α -1.851  0.949  4.095 ** 0.558  -3.137 *  -5.228  

 (-1.14)  (0.58)  (2.50)  (0.35)  (-1.96)   (-3.37)  

 

酬顯著為正，在 MAP(5)，MAP(10) 及 MAP(50) 至

MAP(200) 之平均報酬大部分皆不顯著甚至轉為負

值，表示 TLS 策略在採用 20 天期移動平均訊號下，

仍可獲取顯著為正的平均報酬。 

值得注意的是，Avramov, Chordia, and Goyal 

(2006) 與 Lesmond, Schill, and Zhou (2004) 皆提出除

了外顯的交易成本外，因流動性所造成之內生交易成

本亦可能造成交易策略報酬之高估，由於本文採用投

資組合之移動平均訊號作為交易指標，個股的內生成

本不易納入考量，但因本文採用之投資組合皆採用價

值加權平均，而流動性問題在小公司樣本較為嚴重，

對本文結果應不致造成過大之影響，但我們仍無法完

全排除此扣除外顯交易成本之報酬可能存在高估之問

題，且此現象在短天期（如五天或十天）移動平均之

交易策略將更為明顯10。 

子樣本期間 

本文將整個樣本期間均分為兩個子樣本期間探討

研究結果的穩健性。表 7 呈現兩個子樣本期間中

MAP(10) 策略之 CAPM 及 FF 三因子的 α 係數。依波

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合，CAPM 及 FF

三因子之 α 係數在期間一皆顯著為正且較全樣本期間

大；在期間二 CAPM 及 FF 三因子之 α 係數除了少數

                                                 
10 除了流動性問題外，個股漲跌幅限制亦可能對此策略之獲

利性造成影響；然而，個股是否觸及漲跌停價格並不易體

現在投資組合之分析中，故我們亦無法完全排除因漲跌幅

限制所造成之報酬高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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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外仍皆顯著為正，但大致上皆較全樣本期間

及期間一為小。故可推論，投資於波動度投資組合，

早期相較於後期可賺取較高的正向報酬，且在兩個子

樣本期間，投資於波動度最高之投資組合皆可賺取較

高報酬。在運用 TLS 策略下，CAPM 及 FF 三因子之

α 係數仍顯著為正，而在期間一之 α 係數皆大於期間

二及全樣本期間，故可證明運用 TLS 策略以賺取更高

正向報酬之有效性。即使在考慮交易成本後，TLS 策

略相較於買入持有策略在期間一仍具優越的投資績

效。依公司規模排序下，觀察 1-10 部分可發現期間一

之 α 係數皆小於期間二及全樣本期間，且不管在期間

一或期間二之結果皆與全樣本期間相同，無法以移動

平均策略來賺取更高的超額報酬。但運用 TLS 策略發

現不管在期間一或期間二之結果皆顯著為正，表示可

表 7    子樣本期間 

本表為將整個樣本期間均分成兩個子期間，以波動度及公司規模所形成之投資組合資料分成 1982 年 1 月 1 日至

1996 年 12 月 31 日（期間一）及 1997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期間二）。α 係數皆轉換成以基點表

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表示為 5%顯著水準、***表示為 1%顯著水準。 

 波動度投資組合 公司規模投資組合 

 CAPM-α  FF-α CAPM-α  FF-α 

排序 1982-1996 1997-2010  1982-1996 1997-2010 1982-1996 1997-2010  1982-1996 1997-2010

1 7.488 *** 1.635   7.143 *** 2.063  6.011 *** 4.058 ***  5.468 *** 2.229 * 

 (4.94)  (1.28)   (4.59)  (1.64)  (3.87)  (3.23)   (3.56)  (1.92)  

2 6.524 *** 3.065 **  7.447 *** 3.162 ** 8.541 *** 7.298 ***  7.832 *** 4.856 ***

  (4.18)  (2.20)   (4.67)  (2.30)  (5.29)  (5.46)   (4.91)  (3.99)  

3 10.000 *** 4.812 ***  10.000 *** 4.565 *** 6.213 *** 7.140 ***  5.384 *** 4.467 ***

  (6.29)  (3.12)   (6.21)  (3.02)  (3.96)  (4.99)   (3.45)  (3.44)  

4 5.189 *** 3.222 **  5.600 *** 2.252  5.598 *** 8.334 ***  5.567 *** 5.939 ***

 (3.30)  (1.99)   (3.49)  (1.41)  (3.59)  (5.71)   (3.57)  (4.51)  

5 7.950 *** 6.166 ***  8.214 *** 4.816 *** 6.829 *** 6.086 ***  6.819 *** 3.706 ***

  (5.05)  (3.70)   (5.13)  (2.95)  (4.43)  (4.07)   (4.40)  (2.75)  

6 8.228 *** 6.883 ***  8.360 *** 5.483 *** 7.213 *** 7.185 ***  6.717 *** 5.183 ***

 (4.75)  (3.68)   (4.79)  (2.97)  (4.67)  (4.56)   (4.35)  (3.64)  

7 8.291 *** 6.007 ***  7.836 *** 3.285 * 7.605 *** 8.595 ***  7.507 *** 6.657 ***

 (4.79)  (3.28)   (4.55)  (1.85)  (4.98)  (5.58)   (4.87)  (4.78)  

8 7.875 *** 7.598 ***  7.144 *** 5.286 *** 7.868 *** 7.892 ***  7.620 *** 5.694 ***

 (4.33)  (4.03)   (3.98)  (2.91)  (5.39)  (5.14)   (5.15)  (4.03)  

9 10.600 *** 8.173 ***  9.612 *** 5.079 ** 7.556 *** 6.891 ***  7.330 *** 5.518 ***

 (5.60)  (3.71)   (5.16)  (2.37)  (5.00)  (4.57)   (4.79)  (3.82)  

10 13.900 *** 9.216 ***  12.500 *** 5.679 *** 11.900 *** 4.601 ***  12.200 *** 3.625 ***

 (6.64)  (4.28)   (6.07)  (2.76)  (7.36)  (3.34)   (7.49)  (2.64)  

10-1 (1-10) 6.419 *** 7.581 ***  5.322 ** 3.616  -5.904 *** -0.543   -6.781 *** -1.396  

 (2.87)  (3.06)   (2.38)  (1.51)  (-3.43)  (-0.33)   (-3.34)  (-0.87)  

TLS 24.000 *** 11.800 ***  22.300 *** 7.206 *** 14.600 *** 5.452 ***  15.300 *** 3.516 * 

 (8.29)  (4.44)   (7.67)  (2.83)  (5.38)  (2.66)   (5.62)  (1.77)  

TLS 17.281 *** 4.936 *  15.550 *** 0.446  7.883 *** -0.866   7.354 *** -2.736  

after cost (5.96)  (1.87)   (5.35)  (0.18)  (3.16)  (-0.42)   (2.9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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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藉由操作 TLS 策略來賺取正向的超額報酬。即使在

考慮交易成本後，在期間一運用 TLS 策略之獲利能力

仍優於買入持有策略。 

表 7 實證結果指出在波動度投資組合中運用移動

平均策略，在兩個子樣本期間仍存在超額報酬，表示

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之有效性。但在期間一操作該

策略可賺取較高報酬，且運用 TLS 策略之獲利能力會

明顯優於移動平均策略。在公司規模部分，於兩個樣

本期間中仍皆證明無法以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可賺

取更高的正向超額報酬，而 TLS 策略在分成兩個子樣

本期間後，運用此策略的有效性仍存在，其在期間一

所產生的超額報酬較高，且運用 TLS 策略之獲利能力

亦明顯優於移動平均策略11。 

總體因素與市場狀態 

本研究進一步建立一總體經濟因子及一市場狀態

因子並分別加入 FF 三因子模型，探討移動平均策略

及 TLS 策略是否與總體經濟或市場狀態有關。首先，

引用 Liew and Vassalou (2000) 之方式，以 GDP 成長

率來衡量經濟狀態，先依 GDP 成長率將經濟狀態分成

四個等級。其中，最高等級為最佳的經濟狀態；最低

等級為最差的經濟狀態；中間兩個等級為中等經濟狀

態。據此設立兩個虛擬變數，如式(8)： 
 
 
 
                                            (8) 
 
 

若為最佳經濟狀態，則 DGood,t 為 1，反之其他狀態為

0；若為最差經濟狀態，則 DBad,t 為 1，反之其他狀態

為 0。其次，引用 Han et al. (2013) 之方式建立一市場

報酬變數來衡量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是否與市場

狀態有關，如式(9)： 
 
 

                                                 
11  以往文獻指出市場行情變動方向或市場狀態改變皆會影響

技術分析預測的能力  (Fernandez-Rodrıguez, Gonzalez-
Martel, & Sosvilla-Rivero, 2000; Mills, 1997; Parisi & 
Vasquez, 2000; Sullivan, Timmermann, & White, 2003; Kidd 
& Brorsen, 2004; Park & Irwin, 2007)。McKenzie (2007) 發
現金融危機期間資產低報酬及低相關性的特質，導致技術

分析策略預測未來股價的能力下降。本文之期間二涵蓋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2007 年次級房貸風暴、2008 年金

融海嘯、2010 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這些重大的金融危

機事件可能使得移動平均擇時投資策略或技術分析零成本

投資組合策略之獲利性減弱。建議投資人在應用技術分析

策略時，應將財金市場狀態的特質納入考量。 

 
                 (9) 

 
 

Rmkt,t 為第 t 日之市場報酬，Zt 為一虛擬變數，若前一

年的市場報酬大於零，則 Zt為 1，反之則為 0。 

表 8 為 MAP(10) 策略的迴歸結果，Panel A 為依

波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之投資組合的迴歸結

果。若 γj,L,Good 為正，表示在較佳的經濟狀態下，投資

者可運用移動平均策略賺取超額報酬。實證結果發現

除了波動度最低投資組合顯著為正外，各投資組合包

含 TLS 策略之 γj,L,Good 係數皆不顯著；若 γj,L,Bad 為正，

則表示在較差的經濟狀態下，投資者仍可運用移動平

均策略來賺取超額報酬，結果顯示各投資組合包含

TLS 策略之 γj,L,Bad 係數皆不顯著，表示移動平均策略

與經濟成長率間並無直接關係，故無法藉此來判斷其

投資策略之操作時機。而 α 係數，除了投資組合 1 及

4 外，皆顯著為正。另外，若 λj,L,m 為正，表示當市場

為多頭時，移動平均線呈現持續上升狀態，而投資者

可運用移動平均指標來形成投資策略並可藉此賺取正

向報酬。結果顯示 λj,L,m 係數並無明顯的解釋能力，但

波動度最高投資組合之 λj,L,m 係數顯著為負，表示當市

場處於空頭狀態時，仍可藉由操作高波動投資組合之

移動平均策略來賺取超額報酬。而除了波動度投資組

合 2 及 4 外，其他投資組合包含 TLS 策略之 α 係數皆

顯著為正，顯示雖然市場報酬變數對於 TLS 策略無顯

著的解釋能力，但其風險調整後報酬仍為正值。 

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

資組合之迴歸結果。除了 1-10 部分為 5.301 基點 

(t=1.78) 顯著為正外，其他投資組合包含 TLS 策略之

γj,L,Good 係數皆不顯著。而 γj,L,Bad 僅在投資組合 1 為

4.600 基點 (t=1.90) 及投資組合 10 為 5.017 基點 (t 

=1.87) 顯著為正外，其他投資組合包含 TLS 策略之

γj,L,Bad 係數皆不顯著。表示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

與經濟成長率間並無直接關係，無法藉此來判斷其投

資策略之操作時機。α 係數，除了投資組合 1 不顯

著，而 1-10 部分皆顯著為負外，其他投資組合包含

TLS 策略之 α 係數皆顯著為正。λj,L,m 係數，除了 TLS

策略之為 5.817 基點 (t =1.75) 顯著為正外，其他投資

組合皆不顯著，表示市場報酬變數對於移動平均策略

無顯著的解釋能力，然而 α係數皆顯著為正。 

歸納表 8 之結果，不管為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投資

組合，我們無法直接利用總體因素及市場狀態因素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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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之異常報酬現象，但分

別加入總體因素及市場狀態因素後，其風險調整後報

酬卻仍顯著為正。 

市場擇時能力 

為了更進一步確認運用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

的獲利表現之所以能優於買入持有策略，是否因為移

動平均指標能提供正確的市場擇時能力，本文引用

Treynor and Mazuy (1966) 及 Henriksson and Merton 

(1981) 之方法來探討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是否具

有市場擇時能力。首先，依 Treynor and Mazuy (1966)

之方式建立一擇時能力迴歸，如式(10)： 
 

 
                                            (10) 
 
 

tmkt
R

,2 為在第 t 日之市場風險因子平方項，若其係數

顯著為正，則表示該策略具有擇時能力。其次，依

Henriksson and Merton (1981) 之方法建立另一擇時能

力迴歸式，如式(11)： 

 
 

(11) 
 

0, trmktI 為一指標函數，若市場風險溢酬大於零，則為

1，反之則為 0。若其係數顯著為正，則表示該策略具

有擇時能力。 

表 9 為 MAP(10) 策略擇時能力之迴歸結果，

Panel A 為依波動度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資組合

之迴歸結果，發現除了 10-1 部分為負值外，迴歸模型

之擇時能力係數皆為正，表示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

略具有擇時能力。亦即，當市場為多頭時，投資者可

藉由移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獲取更高超額報酬；若

當市場為空頭時，投資者則可藉由運用移動平均策略

及 TLS 策略避免股價下跌之損失。除了投資組合 1 及

2 外，式(10) 之 α 係數仍皆顯著為正；式(11) 之 α 係

數，僅在部分投資組合為正，波動度越低之投資組合

則轉為負值。此外，可發現兩擇時能力迴歸模型對於

TLS 策略之解釋能力有限。 

Panel B 為依公司規模排序下，以 VW 所形成的投

資組合之迴歸結果。在移動平均策略中，除了式(10) 

之 1-10 部分為負值外，兩迴歸模型之擇時能力係數皆

為正，表示移動平均策略具有擇時能力。而 α 係數僅

在式(10) 公司規模最大至最小之投資組合為正，其他

α 係數皆為負值。而在 TLS 策略下，兩迴歸模型之擇

時能力係數皆為正，表示 TLS 策略具有優越的擇時能

表 9    擇時能力之迴歸結果 

本表為考慮技術指標擇時策略下對於市場擇時能力之迴歸結果，迴歸式(10)為使用 Treynor and Mazuy (1966) 方式

將市場因子取平方項加入迴歸以探討擇時能力，βmkt
2為其係數；迴歸式(11)則為 Henriksson and Merton (1981) 方

式建立一指標函數，若市場報酬大於零，則為 1，反之為 0，γmkt 為其係數。α 係數與指標函數皆轉換成以基點

表示，括號中的數值為 t 值，*表示為 10%顯著水準、**表示為 5%顯著水準、***表示為 1%顯著水準。 

 Treynor-Mazuy 模型 Henriksson-Merton 模型 

排序  α  βmkt βmkt
2 Adj. R2  α  βmkt γmkt Adj. R2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 

1 1.232  -0.419 *** 1.251 *** 38.76 -9.234 *** -0.478 *** 27.400 *** 39.06 

 (1.10)  (-69.94)  (7.31)   (-5.20)  (-56.52)  (9.60)   

2 1.209  -0.488 *** 1.315 *** 43.87 -8.177 *** -0.544 *** 25.700 *** 44.01 

  (1.03)  (-77.82)  (7.33)   (-4.39)  (-61.30)  (8.56)   

3 4.221 *** -0.536 *** 1.218 *** 45.71 -3.949 ** -0.586 *** 22.700 *** 45.78 

  (3.41)  (-80.92)  (6.43)   (-2.01)  (-62.45)  (7.19)   

4 4.043 *** -0.570 *** 0.119  47.74 -4.913 ** -0.608 *** 18.200 *** 47.95 

 (3.21)  (-84.81)  (0.62)   (-2.47)  (-64.03)  (5.66)   

5 4.526 *** -0.567 *** 0.929 *** 47.24 -4.370 ** -0.616 *** 22.600 *** 47.41 

  (3.57)  (-83.66)  (4.79)   (-2.17)  (-64.24)  (6.97)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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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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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Treynor-Mazuy 模型 Henriksson-Merton 模型 

排序  α  βmkt βmkt
2 Adj. R2  α  βmkt γmkt Adj. R2

Panel A：波動度投資組合 

6 4.973 *** -0.602 *** 0.959 *** 44.80 1.631  -0.628 *** 11.900 *** 44.74 

 (3.52)  (-79.66)  (4.44)   (0.73)  (-58.67)  (3.28)   

7 4.104 *** -0.622 *** 1.145 *** 46.94 0.022  -0.654 *** 14.300 *** 46.86 

 (2.93)  (-83.09)  (5.35)   (0.01)  (-61.61)  (4.00)   

8 4.579 *** -0.621 *** 1.129 *** 45.01 2.657  -0.644 *** 10.000 *** 44.88 

 (3.15)  (-79.93)  (5.09)   (1.15)  (-58.43)  (2.70)   

9 7.981 *** -0.605 *** 0.589 ** 38.78 6.413 ** -0.619 *** 6.345  38.75 

 (4.97)  (-70.51)  (2.40)   (2.51)  (-50.93)  (1.55)   

10 9.605 *** -0.572 *** 0.783 *** 34.30 9.974 *** -0.580 *** 3.638  34.23 

 (5.74)  (-63.94)  (3.07)   (3.75)  (-45.81)  (0.85)   

10-1 8.373 *** -0.153 *** -0.468 * 2.94 19.200 *** -0.102 *** -23.800 *** 3.22 

 (4.54)  (-15.48)  (-1.66)   (6.57)  (-7.32)  (-5.05)   

TLS 13.400 *** -0.264 *** 1.818 *** 6.37 16.200 *** -0.276 *** 4.619  6.03 

 (6.07)  (-22.34)  (5.39)   (4.62)  (-16.48)  (0.82)   

Panel B：公司規模投資組合 

1 1.326  -0.435 *** 1.310 *** 39.87 -8.090 *** -0.490 *** 25.685 *** 40.02 

 (1.17)  (-71.55)  (7.55) (-4.49)  (-57.09)  (8.86)   

2 6.476 *** -0.470 *** 0.498 *** 41.04 -3.141 * -0.516 *** 21.560 *** 42.36 

  (5.44)  (-73.89)  (2.74) (-1.67)  (-57.42)  (7.11)   

3 3.706 *** -0.487 *** 0.979 *** 42.84 -5.270 *** -0.537 *** 22.983 *** 43.04 

  (3.11)  (-76.43)  (5.37) (-2.79)  (-59.57)  (7.56)   

4 4.555 *** -0.478 *** 0.775 *** 41.61 -0.441  -0.509 *** 14.078 *** 41.64 

 (3.80)  (-74.64)  (4.24) (-0.23)  (-56.09)  (4.60)   

5 4.103 *** -0.526 *** 0.809 *** 46.22 -5.849 *** -0.577 *** 23.948 *** 46.50 

  (3.42)  (-81.98)  (4.42) (-3.08)  (-63.71)  (7.83)   

6 4.832 *** -0.520 *** 0.827 *** 44.59 -2.952  -0.563 *** 19.808 *** 44.73 

 (3.94)  (-79.32)  (4.41) (-1.52)  (-60.69)  (6.33)   

7 5.423 *** -0.539 *** 0.910 *** 47.20 0.086  -0.573 *** 15.493 *** 47.20 

 (4.49)  (-83.56)  (4.94) (0.04)  (-62.71)  (5.02)   

8 5.969 *** -0.530 *** 0.691 *** 47.53 -3.092 * -0.576 *** 21.546 *** 47.78 

 (5.07)  (-84.24)  (3.84) (-1.66)  (-64.81)  (7.18)   

9 5.119 *** -0.571 *** 0.769 *** 50.65 -2.714  -0.613 *** 19.584 *** 50.79 

 (4.30)  (-89.64)  (4.23) (-1.44)  (-68.07)  (6.45)   

10 4.651 *** -0.567 *** 1.398 *** 50.08 -0.864  -0.608 *** 18.558 *** 49.95 

 (3.87)  (-88.26)  (7.62) (-0.45)  (-66.73)  (6.03)   

1-10 -3.325 ** 0.133 *** -0.089  4.12 -7.225 *** 0.118 *** 7.128 ** 4.17 

 (-2.47)  (18.43)  (-0.43)   (-3.38)  (11.56)  (2.07)   

TLS 3.101 * -0.405 *** 2.479 *** 1.22 -10.900 *** -0.131 *** 41.200 *** 1.21 

 (1.70)  (-4.16)  (8.90)   (-3.77)  (-9.46)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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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在式(10) 方法之 α 係數顯著為正，在式(11) 方法

下 α 係數則為負。可發現兩擇時能力迴歸模型對於

TLS 策略之解釋能力有限。 

歸納表 9 之結果，波動度投資組合部分的結果與

Han et al. (2013) 相同，移動平均策略具有市場擇時能

力，而公司規模部分亦具有市場擇時能力。TLS 策略

雖然具有市場擇時能力，但對於 TLS 策略獲利能力之

解釋能力卻有限。 

結論 

本文以台灣上市及上櫃公司股票為主要研究對

象，分別以波動度及公司規模排序形成投資組合，探

討在使用移動平均指標來形成投資策略之下，波動度

效果及公司規模效果是否依然存在，並具有優於買入

持有策略之投資績效。首先引用 Han et al. (2013) 之方

式建立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並以 CAPM 及 Fama 

and French 三因子 (1992) 模型來解釋移動平均策略獲

利能力之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在依波動度及公司規

模排序形成投資組合之下，若同時考慮移動平均指

標，不論為波動度或公司規模之移動平均策略之獲利

能力皆會優於買入持有策略。投資者能以投資高波動

度投資組合來賺取更高的超額報酬，但投資於小公司

規模投資組合則無法賺取更高的超額報酬。故在考慮

技術分析指標下，投資者投資於波動度投資組合之績

效會明顯優於買入持有策略之績效，然而在公司規模

投資組合對於獲利能力之提升效果較小。 

本文進一步分別建構一零成本之波動度及公司規

模 TLS 策略，以買入波動度最高（公司規模最小）投

資組合，同時放空波動度最低（公司規模最大）投資

組合以形成 TLS 策略，並探討此投資策略對報酬的影

響。結果顯示，不管為依波動度或公司規模排序形成

投資組合之下，操作 TLS 策略之績效會優於移動平均

策略之績效。在不同天期之移動平均策略下，投資者

投資於波動度投資組合在大部分天期中仍具有優越的

投資績效，但投資績效會隨著移動平均策略之天期增

加而遞減。而在不同天期之 TLS 策略下，不論為依波

動度或公司規模排序形成投資組合，投資績效也會隨

著 TLS 策略之天期增加而遞減。以上移動平均擇時交

易策略以及 TLS 交易策略優異的獲利性均無法被動能

效果所解釋。另外，在考慮交易成本後，依波動度所

形成的移動平均擇時交易策略及 TLS 策略之投資績效

仍為正。將樣本期間均分為兩個子樣本期間時，兩個

子樣本期間之顯著為正的投資績效仍存在。而在同時

考慮總體經濟因素及市場狀態因素後，移動平均策略

及 TLS 策略之優異的投資績效仍存在。最後，發現移

動平均策略及 TLS 策略皆存在市場擇時能力，但對於

TLS 策略獲利能力之解釋能力卻很有限。本研究依據

移動平均指標建構交易策略所可獲取超額報酬的結

果，支持 Zhang (2006) 與 Han et al. (2013) 的論點。

投資人對資訊不確定性較大股票的反應不足現象更嚴

重，當資訊不確定性較大的時候，運用技術分析之有

效性將大幅提升。 

附錄 

本文仿照 Fama and French (1993) 與 Carhart 

(1997) 建構三因子與四因子模型，其中，Fama and 

French (1993) 三因子模型之規模因子和帳面市值比因

子建構方式如下。我們首先將 t 年 6 月個股月報酬依

公司規模（市場價值）分成前 50%和後 50%（定義為

S 及 B 投資組合），且根據帳面價值市值比將所有股

票分成前 30%、中間 40%和後 30%（定義為 L、M 及

H 投資組合），使用前 30%和前 70%為分割點，分成

六組價值加權投資組合，並計算各投資組合在之後十

二個月（t 年 7 月至 t+1 年 6 月）的每月加權平均報酬

率 。 規 模 因 子 為 買 進 小 公 司 股 票 的 投 資 組 合 

((S/L+S/M+S/H)/3) 並賣出大公司股票的投資組合 

((B/L+B/M+B/H)/3) 之平均月報酬；帳面市值比因子

為買進帳面價值市值比最高的投資組合 ((S/H+B/H)/2) 

並賣出帳面價值市值比最低的投資組合 ((S/L+B/L)/2) 

之平均報酬；市場因子為市場報酬減去市場無風險利

率。 

Carhart (1997) 四因子模型則為 Fama and French 

(1993) 三因子模型加上一價格動能因子，由於該因子

僅使用與市場資訊相關資料，故為每月建構之因子，

其建構方式如下。於每個月月初，我們計算個股過去

12 至 2 個月（亦即-12 至-2 月）期間之平均報酬，並

將所有股票分成前 30%、中間 40%和後 30%（定義為

L、M 及 W 投資組合），同時依照公司規模（市場價

值）分成前 50%和後 50%（定義為 S 及 B 投資組

合），分成六組價值加權投資組合，並計算各投資組

合在該月份的加權平均報酬率。價格動能因子為買進

平均報酬最高的投資組合 ((S/W+B/W)/2) 並賣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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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最低的投資組合 ((S/L+B/L)/2) 之平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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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whether asset pricing anomalies caused by the volatility effect and the size effect exist in 

Taiwan’s stock market,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investors can exploit abnormal returns therein by applying the popular 

moving-average technical trading rule. We construct investment portfolios based on firms’ return volatility or market 

capitalization, and apply the moving-average rule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for buying these portfolios. Our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moving-average buying indicator and the volatility (or size) effect do generate higher 

returns than the traditional buy-and-hold strategy, and the size of such abnormal return typically decreases with the length of 

the moving average rule employed.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 zero-cost investment strategy by buying the highest volatility 

(or smallest size) portfolio, and short-selling the lowest volatility (or largest size) portfolio based on the moving-average 

signals. The overal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uch a zero-cost investment strategy generate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turns, and 

the result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consider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With robustness checks, we also show that such 

abnormal returns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the momentum effect,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market states, or the market 

timing ability. 

Key Words: Asset-pricing, Anomaly, Technical Analysis, Moving average, Taiwan stock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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