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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市場，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

一、摘要

性。
本研究希望藉由台股指數期貨與
關鍵字: 期貨市場、價格發現、日內資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的資料，來發掘股

料、時間差、交易替代

價指數期貨與現貨間是否具有上述的
領先-落後關係。此外，為了使研究具

本文

有一般性與可比較性，另外加入摩根

本研究是以誤差修正模型、單根
檢定、共整合檢定為 主要的研究方
法，來探討台股指數以及摩根台股指
數期貨與現貨間的「價格發現關係」，
並輔以向量自我迴歸模型之變異數分
解及脈衝反應模型來解釋實證之結果。

台股指數期貨契約與其現貨的資料，
來進行股價指數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
之間關係的探討，透過計量方法的研
究，來檢視股價指數現貨與期貨之不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為台股指數
同數列的型態與關係，期貨與現貨之
現貨、台股指數期貨、摩根台股指數
間，期貨不完全一定存在價格發現的
現貨、摩根台股指數期貨每五分鐘的
特質，市場機制的不同以及市場的成
日內(intraday)資料，為了消除非同時
熟度不足，都是造成期貨市場不具價
交易的問題，同時採用了最小時間差
格發現的原因。本研究發現在兩個市
(minspan)、交易替代(replaceall)兩種資

場間的價格關係，與四個市場間的價

料時間差距更加密集的資料組合，共
格關係，不儘相同，表示具有關連性
三種資料組合，來進行股價期貨與現
的不同市場，在彼此影響下，對於價
貨間的關係實證。另外，本研究除了
格變化的關係確實存在影響，因此，
探討同市場間的期貨與現貨領先-落後
在作相關研究之前，必須先考慮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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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外，也研究跨市場的期貨與期

量，即兩者存在一長期均衡關係，

貨或者是現貨對現貨在價格的變化上

將共整合關係考慮進誤差修正模

有無領先-落後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作

型，不論資料為 5 分鐘或是最小時

了五種資料分類，進行實證研究。

間差的形式，結果皆指出台指期貨

本研究探討台灣加權股價指數、

在價格變化的速度上領先台指現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摩根台指現

貨，但是透過高頻率的資料實證，

貨與摩根台指期貨之間互相的「價格

台指期貨與台指現貨的互動關係

發現」關係，所使用的資料形式為高

更加密切，台指期貨的價格發現強

頻率的日內資料，資料期間為 2000 年

度並不如五分鐘資料結果所呈現

3 月 29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0 日，共

的如此強烈，由此可知資料頻率的

212 個交易日。為了釐清價格發現的真

不同，確實會對實證的結果產生影

正 意 義，本研究設計 了五種資料分

響。變異數分解的結果與誤差修正

類，在探討傳統的期貨相對現貨間的

模型結果一致，支持台指期貨對於

價格發現關係外，對於鮮少有人研究

台指現貨的解釋比例較高，若為高

之議題，期貨與期貨之間或現貨與現

時間頻率的實證資料，台指期貨解

貨之間的關係，一併探討。

釋台指現貨的比例會下降。而脈衝
反應模型的結果並無法看出台指

本研究得出以下的結論：

期貨與現貨何者市場具有價格發

1. 資料分類一：台指期貨指數與台指

現的能力。

現貨指數在單根檢定方面，都無法
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有單根現象的

2. 資料分類二：摩根台指期貨與摩根

存在，亦即此兩序列為非定態序

台指現貨單根檢定與共整合關係

列，在經過一次差分之後，始為定

的檢定結果，指出摩台指期貨與摩

態。而台指期貨指數與台指現貨指

台指現貨皆具有單根型態，在經過

數間的共整合關係檢定，檢定結果

一次差分之後，兩者間存在一條共

顯示兩者間存在一個共整合向

整合方程式，具有共整合關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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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係導入誤差修正模型，我們可

期貨，單根檢定結果發現兩者具有

以發現，摩台指期貨與摩台指現貨

單根的型態，共整合檢定顯示台指

在價格變化的速度上不分軒輊。而

期貨與摩根台指期貨是為共整合

變異數分解的結果，隨資料頻率不

關係。至於資訊傳遞的速度，由誤

同，而產生不同結果，最小時間差

差修正模型，我們得知是以摩根台

指出摩台指現貨在解釋摩台指期

指期貨具價格發現的優勢，但若將

貨的比例比較高，而五分鐘資料則

資料頻率由五分鐘轉換至最小時

顯示摩台指期貨對於解釋摩台指

間差，摩台指期貨價格領先的幅度

現貨的比例比較高，再度證明資料

則呈現縮小的情況。造成摩根台指

頻率的選取影響實證結果的重要

期貨價格領先的結果，可能原因，

性。至於誤差修正模型指出摩根台

在於摩根台指期貨的交易成本比

指期貨與摩根台指現貨皆不具價

較低，且市場成熟度較台指期貨市

格發現的本質，可能原因在於交易

場為高，吸引較多的法人從事交

機制的不同，摩根台指期貨的交易

易，這樣的實證結果同時符合交易

方式為人工喊價，而摩根台指現貨

成本假說。變異數分解的結果，則

為電腦輔助系統交易，交易機制的

依不同的資料頻率則呈現不一樣

不同抵銷期貨領先現貨的優勢，造

的結果，但由於高頻率的交易資料

成摩台指期貨與摩台指現貨間並

對於捕捉兩市場間的價格影響動

不存在何者價格領先的關係。至於

態關係，結果應比較精確，因此以

脈衝反應模型，僅能指出兩市場間

最小時間差的結果為依據，發現最

具有互相影響關係，但卻看不出何

小時間差的資料並無法判定台指

者市場具價格發現能力，兩市場在

期貨與摩根台指期貨何者在價格

價格變化速度上呈現不相上下的

發現的能力上，具有領先地位，與

情形。

誤差修正模型得到摩台指期貨領
先幅度程度薄弱，結果趨於一致。

3. 資料分類三：台指期貨與摩根台指

脈衝反應模型，對於兩市場間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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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變化速度關係並無法，看不出何

差修正模型來看，在四個市場當

者市場具價格發現能力，

中，除了摩根台指期貨市場，似乎

4. 資料分類四：台指現貨與摩根台指

在價格變化的速度比較慢，其餘並

現貨，同樣具有單根與共整合的特

沒有任何一個市場，在反應資訊的

質，就誤差修正模型結果而言，資

速度上特別快，同樣的，變異數分

訊傳遞的速度，不論五分鐘或是最

解的結果，呈現五分鐘資料與最小

小時間差的資料，都指出摩根台指

時間差有所不同的情況， 若以最

現貨在價格變化上，具有領先的地

小時間差為準，我們則可以看出現

位，這樣的結果除了再度支持交易

貨市場比期貨市場反應速度快的

成本假設以外，更凸顯了非經常交

情形。這樣的結果與前述資料分類

易問題在檢驗市場間價格發現的

一至四的結果並不一致，表示四個

重要性。變異數分解的結果，同樣

市場在彼此互相影響之下，其市場

產生最小時間差與五分鐘的結果

間的價格關係與兩兩市場間的價

不一致的情形，以最小時間差結果

格關係，並不會相同，在引用研究

為準，同樣指出摩台指現貨對於台

結果時，需特別注意。
『總結』
：綜合上述 1 到 5 的結論，可
以作重點歸納，首先，是資料頻率選
取的問題，以往國內實證多採用 5 分
鐘的日內資料作實證研究，本研究則
發現 5 分鐘的資料本身即存在資料誤
差，對於檢測期貨與現貨間的價格發
現關係，並不能呈現真正的結果，應
以更高頻率的日內資料來作實證，方
可避免非同步交易的問題以及捕捉更
精確的價格變化互動關係。其次，對
於造成價格發現的兩個可能原因，交
易成本假說與非經常交易，在本研究
都得到驗證，證實這兩個原因對價格

指現貨是具有價格發現的能力。
5. 資料分類五：台指期貨、台指現貨、
摩根台指期貨與摩根台指現貨，在
單根檢定結果上，顯示所有序列都
具有單根，經過一次差分之後才不
為單根，而共整合的檢定結果則指
出在這四個市場中具有共整合關
係，並存在三條共整合方程式，使
得四個市場能達成長期穩定均衡

發現確實存在影響。第三，期貨與現
貨之間，期貨不完全一定存在價格發
現的特質，市場機制的不同以及市場

關係，而就價格發現的特性，以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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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度不足，都是造成期貨市場不
具價格發現的原因。第四，本研究發
現在兩個市場間的價格關係，與四個
市場間的價格關係，不儘相同，表示
具有關連性的不同市場，在彼此影響
下，對於價格變化的關係確實存在影
響，因此，在作相關研究之前，必須
先考慮所要研究的市場，以確保研究
結果的可靠性。第五，利用脈衝反應
模型來檢測高頻率的日內資料價格變
化的動態性關係，其結果並無法分辨
市場間價格變動的速度，因此，本研
究 僅 利用誤差修正模 型與變異數分
解，來判斷市場之間的價格發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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