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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过度反应对股票价格 

反转与暴跌的影响术 

林煜恩 尚 铎 陈宜群 池祥萱 

[摘 要]本文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对于股票报酬的影响，我们发现连续性过度反应 

在长期会有显著的负报酬率，同时我们利用金融异象(公司规模、净值市价比、股票流动 

性、波动性以及股价)与连续性过度反应建构零投资组合依然可以在各个组合中赚取显 

著的风险调整后报酬率，可是这些绩效在未来会呈现出反转现象。最后我们检验连续性 

过度反应、套利风险对长期异常报酬率以及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发现在套利风险越高的 

情况下，如果投资人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长期绩效就越差，且会有较高的价格暴跌风险。 

最终利用股票特征建构投资组合可以获得高报酬，但是投资入若有持续性过度反应的现 

象，其长期绩效将会反转，甚至投资人会承担价格暴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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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投资领域中，使用过去的股票报酬率来建构投资策略，长期以来是投资人使用的基础策略， 

在学术领域也检验了以过去股票报酬率来建构投资组合，进行买进过去绩效最佳的股票，或者赢家 

股(winner)，卖出过去绩效最差的股票，或者输家股(1oser)，检验是否能获得高额的报酬率，其中 

Jagadeesh and Titman(1993；2001)的研究表明，在一年以内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率，并将之称为动 

能投资策略(momentum)；而 DeBondt and Thaler(1985；1987)的研究则指出，如果使用长期的绩效 

进行检验，则会发现买进赢家股，卖出输家股，会造成损失，亦即股票绩效会出现反转(reversa1)的 

现象。而在中国股票市场中，却发现没有动能效应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明显的绩效反转现象(潘 

莉和徐建国，2011；宁欣和王志强，2012)，而何诚颖等(2014)的研究采用投资人非持续性过度 自信 

进行绩效反转的研究，发现中短期内有显著的反转效应，而长期则不存在绩效反转效应。 

与何诚颖等(2014)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连续性过度反应来探讨中长期的绩效反转现象， 

发现投资人连续性过度反应在长期会有显著的负报酬率，本研究结果与何诚颖等(2014)合并能完 

整解释中国股市短中长期的绩效反转现象；除了过去的股票报酬率之外，使用公司规模 (MV)、净 

值市价比(BM)、股票流动性、波动性以及股价等风格建构 l0个投资组合，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投资 

组合依然可以在各个组合中赚取显著的风险调整后报酬率，而这些绩效在风格组合问呈现了反转 

现象，在大规模中的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组合绩效最佳，小规模最差 ；低净值市价比中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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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绩效也优于高净值市价比中的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显示投 

资人的连续性过度反应亦会在投资风格中捕捉到长期反转的绩效；最后本研究进一步检验连续性 

过度反应、套利风险对长期异常报酬率以及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发现在套利风险越高的情况下， 

如果投资人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长期绩效就越差，且会有较高的价格暴跌风险。 

本文一共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除本部分外，第二节为文献回顾，第三节为研究方法，第四节为 

实证结果，最后为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本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个部分探讨过度反应与报酬率反转，第二部分探讨过度反应与过度自信。 

(一)报酬率反转与过度反应 

在股票报酬率反转(reversa1)的研究，最早由DeBondt and Thaler(1985；1987)所发现，他们的研 

究显示根据公司过去3年到 5年的报酬率将股票进行排序分组，买进绩效表现最差的股票投资组 

合，卖出绩效表现最佳的投资组合，未来持有3年到 5年的绩效较佳，他们称之为股票报酬率的过 

度反应，而 Chen et a1．(2015)检验连续的形成期股票组合，发现在前一期间绩效为赢家(输家)股 

票，会持续为下一期间的赢家(输家)，后续 Lakonishok et a1．(1994)探讨股票报酬率的反转现象，建 

构了反向操作投资(contrarian strategy)，将股票依照净值市价比、现金流量对价格比、益本比(E／P) 

以及销货增长率(growth in sales)建构股票投资组合，发现投资人会对低净值市价比、低现金流量 

对价格比、低益本比以及高销货增长率的公司产生过高的评价，导致这些股票长期的绩效较差。 

Lakonishok et a1．(1994)认为该反向操作报酬率的原因并非是由于股票风险所导致，而是由于投资 

人将信息过度延伸到未来所致。 

Lee and Swaminathan(2000)提出动能生命周期(momentum life cycle)，将交易量与过去报酬率 

结合，其指出如果过去绩效较佳且交易量较高时，此时投资人对于赢家股有过度反应，则预期该档 

股票将来会反转为输家；而对于过去绩效表现差且股票交易量低的股票，为投资人对输家过度反应 

的时期，该档股票于未来会反转为赢家股。 

虽然 Lee and Swaminathan(2000)提出的动能生命周期能说明过度反应的时期，但无法良好解 

释投资人是对何种信息过度反应，Scott et a1．(2003)则进一步指出交易量并非是股票绩效出现动能 

或者反向操作的原因，主因来 自于投资人对于日常新闻的反应，当投资人对于新闻内容产生反应 

时，会影响其交易行为而改变了股票的交易量，后续研究针对公开新闻(public news)进行分析，发 

现投资人对坏消息会反应不足，但是对于好消息则会有过度反应的现象(Chan，2003)，但亦有学者 

发现，投资人过度反应以及反应不足的成因与信息内容好坏或者公开或私人信息无关，而来自于该 

信息传递到知讯投资人(informed trader)以及其解读速度有关(Barberis et a1．，1998；Vega，2006；Hur 

and Singh，2016)，如 Hong and Stein(1999)认为市场上有所谓的基本面追逐者与趋势追逐者两种投 

资人，当公司基本面讯息公布后，基本面追逐者会发现反映不足因此转变成为趋势追逐者，而当越 

来越多的趋势追逐者出现，则会将公司的反应不足转换为过度反应。而在信息反应外，Lesmond et 

a1．(2oo4)的研究更指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是动能绩效无法持续的主因。Korajczyk and 

Sadka(2004)也同样说明市场摩擦将会让动能效应消失，而整体市场的动能追逐效应更是有总量规 

模的限制。 

Nofsinger and Sias(1999)的研究对绩效反转提出解释，其指出机构投资人会有羊群效应 

(herding effect)，由于机构投资人的羊群效应导致价格报酬的反转，随后的研究也发现机构投资人 

的交易行为是后续价格移动的主要关键(Booth et a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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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前述，动能报酬率反转的主要原因有四，对信息反应的速度、交易成本、对公司特定信息反 

应以及机构投资人的交易行为，这些因素与 Ali et a1．(2003)、Lam et a1．(2011)和 Chou et a1．(2013) 

所提出的套利风险相似，其认为套利风险组成来 自于四类 ，套利成本(arbitrage cost)、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信息不确定(information uncertainty)以及投资人精明程度(investor sophisticate)， 

这显示股票报酬率反转的过度反应会受到套利风险的影响。 

(二)过度反应与过度自信 

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是难以评估的，因此会增加许多过度 自信的投资人，而产生定价误差，多 

发生于高交易量股票与高成长股票(低净值市价比)，Daniel et a1．(1998)以心理学的角度说明投资 

人过度反应的现象，认为过度反应的形成原因有二个，第一为投资人对自己私有信息精确性的过度 

自信，第二个为自我归因偏误(bias self-attribution)。Weinstein(1980)的研究中最早对过度自信提 

出看法，他的研究发现投资人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对未来各种事件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现象， 

而后续许多研究皆指出由于投资人的过度自信或者过度乐观，导致了价格高估(overvaluation)，因 

而使得未来报酬率需要进行修正，而能看到绩效反转的现象(Brown and Cliff，2004；Tetlock，2007)。 

而这些文献也导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衡量投资人对自己私有信息的过度自信?第二，为 

何价格无法快速的修正? 

对于第一个问题 ，Gervais and Odean(2001)指出过度 自信会增加股票交易量，而 Glaser and 

Weber(2009)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此一观点，因此使用交易量作为投资人过度 自信或者过度反应 

是一个合理的替代变量(proxy variable)，然而，投资人过度 自信或者过度反应本身并不具备对未来 

绩效的预测能力，例如 Lee and Swaminathan(2000)的研究指出，当过去绩效较佳的股票具有高交易 

量时，其处于过度反应的时期，未来绩效将反转，但是有高交易量的股票不表示都是处于过度反应 

的赢家股，亦可能是尚未过度反应的输家股，因此使用交易量虽然可以作为过度自信或过度反应的 

替代变量，但仍需要纳人其他考虑。如同Daniel et a1．(1998)指出当高交易量伴随着股价的上扬 ， 

这意味对于该档股票投资人是对其正面私有信息过度 自信，若高交易量伴随股价下跌，则表示投资 

人对其负面私有信息过度自信，因此利用交易量乘上同月份的报酬率正负符号，可以得到投资人过 

度 自信的方向，然而若投资人过度自信的程度没有改变，根据 Daniel et a1．(1998)所建构的模型，将 

不存在动能或者反转报酬，Byun et a1．(2014)建构了连续性过度反应(continuing overreaction)，可以 

捕捉到过度自信的趋势(trend of overconfidnce)而非过度 自信的程度，因此本研究采用连续性过度 

反应来检验其对未来绩效的预测。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Baker and Wurgler(2006)以及 Brown and Cliff(2004)提出由于市场上存在 

套利的限制(1imit of arbitrage)，使得股价在过度高估的时候无法快速修正回到其真实价值，Hur and 

Singh(2016)的研究发现当股价修正速度越慢，报酬率反转的现象就较大，若此为真，则套利风险将 

会阻碍价格修正，定价误差将会长期存在，因此采用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以及套利风险进行衡量， 

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以及预测股票报酬率的反转现象。 

三、研究方法 

本部分主要探讨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与处理，第二部分说明连续性 

过度反应的建构，第三部分说明套利风险变量的建构，第四部分说明投资组合的建构，最后讨论连 

续性过度反应、套利风险对绩效的模型。 

(一)数据源与处理 

本篇文章的数据源来源有二，为了建构公司套利风险中的买卖价差，本研究 白台湾经济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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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数据库中取得所有股票每日的最后买价(bid)以及最后卖价(ask)，而由国泰安数据库中取 

得股价资料中的每月收盘价、报酬率、成交值、公司市值，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分析师数据库取得分析 

师对公司每股营收的预测数值，并由公司治理结构中取得机构投资人的持股数据，并借此求算机构 

投资人数目，而由财务报表数据库中取得了公司权益的帐面价值。 

本文在实证数据中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实证探讨投资组合的绩效，样本选取 1995年 6 

月到2015年6月的数据，第二部分实证分析套利风险、连续性过度反应对股票绩效的影响，而套利 

风险中的相关变量，最早能取得的时间为2001年 12月，故样本期间为2002年 7月开始，而报酬率 

需要使用到 3年期的异常报酬率，因此该部分实证结束于 2013年4月份，最后一月份报酬率估计 

使用到2016年4月的月报酬率数据。 

(二)连续性过度反应建构 

Odean(1998)的研究表明，投资人过度自信的结果会导致高额交易量，因为过度 自信的投资人 

在交易上会更加积极，且会过度重视他们的私有信息，而实证研究也显示过度 自信以及交易量为正 

相关(Glaser and Weber，2009；Grinblatt and Keloharju，2009)，而Byun et a1．(2014)指出，藉由报酬率 

的正负号，可以判断出当月份过度反应的方向，因此能建构出股票每个月的信号交易量(signed 

volume；sv)： 

f voli,t if ri,t>0 

sv／ =?0 if ， =0 (1) ’ 【
一  

， 

< 0 

式(1)中，vol 为第 i档股票在 t月的月成交量，rI．t为第 i档股票在 t月份的报酬率，当当月份报酬 

率大于 0时，sV|．1为当月份交易量，若当月份报酬率为0，SVi．1等于 0，若当月份报酬率小于 0，SV 

为当月份交易量乘上负 1。 

而投资人会较重视近期的信息，而忽略了过去较长期的信息，因此采用时间加权的方法计算连 

续性过度反应以了解投资人过度反应的长期趋势： 

∑[( — +1)×sv,川] 
co 丛  —  _  (2) 

一 T × voli
， 

J=1 

式(2)中，采用对信号交易量做时间加权的方式，以 T=12为例，则若 j=1时，sV 一 的权重为 12， 

j=2时，SV 一2的权重为 11，当 j=12时，SV 2的权重为 1，因此连续性过度反应 (continuing 

overreaction；co)等于过去一段时期的信号交易量除以同时期的交易量的平均。 

(三)套利风险建构 

套利风险或者套利的限制可分为 4类：套利成本(arbitrage risk)或者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 

trader risk)、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或执行风险(implement risk)、信息不确定性(information 

uncertainty)或基本价值风险(fundamental risk)、投资者精明度(investor sophistication)(Ali et a1．， 

2003；Lam and Wei，2011，Chou et a1．，2013)。 

套利成本使用特质波动度(idiosyncratic volatility；IdvolI‘_ )进行衡量，为了计算每家公司的特质 

波动度，本篇文章仿照 Ang et a1．(2006)每个月根据公司过去 36个月的报酬率估计 Fama and 

French(1993)的3因子模型如式(3)： 

r 
， 

一

rs
,
‘= f+卢 ，r．~f(RMRF )+ ，s邶S枷 I+卢f，舭f ‘+8 ． (3) 

式(3)中，rI．1为第 i家公司在t月时的股票报酬率，rf．t为 t月份时的无风险利率，RMRF 为 t月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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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报酬率减去无风险利率，SMB为小公司减去大公司的报酬率差额，HML为高 BM公司减去低 BM 

公司的报酬率差额，8 为报酬率残差值，每个月估计3因子模型后，利用 s 的标准偏差乘以 、／／36 

作为特质波动度，为了比较的一致性，本研究要求在 t月时，公司需要有 t一36到 t一1完整 36个月 

共 3年的报酬率数据。 

在交易成本部分，本研究使用股价、买卖价差、零交易天数以及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作为衡量， 

其中股价采用前一个月月底的收盘价，Price ，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为每年 12月公布的数据，本研 

究采用 Fama and French(1992)的方法，t年 7月到 t+1年 6月的的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皆采用 

t一1年 12月的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若持股比率为缺失值，令该数值为0。在买卖价差的计算中，本 

研究使用每日最后揭示买价(bid)以及每日最后揭示买价进行计算，首先算出买卖价差比率，如式 

(4)： 

b aski
,
d 

㈩  
— —

1 d ．+ ，) 2 、～ ’ 

藉由式(4)得到每日的买卖价差比率后，在 t月份时，计算 t一1月到 t一12月份所有 日买卖价差比 

率的均值，并将该数据取绝对值(abs(bid—ask ))，该数值越大表示投资人进行交易时，越无法确定 

其成交价格。交易成本中的零交易天数，用来衡量卖空成本，在 t月份时计算 t一1月到 t—l2月 

中，该档股票没有交易的天数(Zero )，虽然在样本期间内，有部分时间或者股票无法进行信用交 

易，但是如果股票无法交易，会导致精明的套利者无法收回其投入资金，或者进行再投资的策略，进 

而增加该笔投资的持有成本，因此零交易天数虽然不是最适合的卖空成本的衡量变量，但仍是有效 

衡量套利风险的替代变量。信息不确定性使用分析师预测数进行估计，在 t月份时，计算 t一1月到 

t一12月该档股票受到分析师发布盈馀预测的报导数目，若报导数 目为缺失值，则令该数据为 0，该 

指标最后求算得到 Analysts 。 

在投资者精明程度上，本研究采用机构投资人数 目作为衡量，在 t年 7月到 t+1年 6月使用 

t—1年的机构投资人数目作为衡量指标 ，若数据缺失，则该指标为0，最后得到 inst—num 。 

(四)投资组合建构 

为了了解连续性过度反应对长期绩效的影响，研究采用Jagadeesh and Titman(1993；2001)的方 

法建构投资组合，采用过去 6个月以及 l2个月的形成期计算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并依照连续性 

过度反应由小到大分为 10组，最小的组合为 P ，最大的组合为 P 。，建构买进 P 。并卖出 P 的零成 

本投资组合，并且检验未来持有第 1年(1—12个月)、第 2年(13～24个月)、第 3年(25～36个 

月)以及第 4年(37～48个月)的绩效。 

而为了确定连续性过度反应所捕捉到的报酬率信息，并非是常见的投资策略所带来的绩效，进 

一 步使用相依分组的方式建构投资策略，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是否能在其他股票特征的建构下，依 

然存在。 

相依分组中先依照股票特征，将股票由小到大分为 G，到 G。。共 10个投资组合，并且在每个投 

资组合中，依照连续性过度反应再度建构买进 P 。并卖出P，的零成本投资组合，之后检验该投资组 

合持有 36个月的长期异常报酬率绩效，本研究中选用公司过去一年报酬率、净值市价比、公司流通 

在外市值、股价、过去一年股票周转率、过去一年日报酬报酬率标准差 ，这些指标被认为对股票横截 

面报酬率具有预测能力外，且具有长期绩效 的异象(Lewellen，2015；Harvey et a1．，2015；Jacobs， 

2015：Novy．Marx and Velikov，2016)，若在这些股票特征分组后的情况下，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建构 

的零成本投资组合仍然可以获得显著的异常报酬率，这表明连续性过度反应不仅仅是风险无法解 

释的绩效，也非由这些股票特征造成长期的绩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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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续性过度反应、套利风险对股票异常报酬率的模型建构 

为了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对股票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Ali et a1．(2003)、Chou et a1．(2013) 

以及林煜恩等(2014)的方法，使用连续性过度反应与套利风险变量的相乘项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 

是否是行为面的投资异象，模型如式(5)： 

ARi
．
H1= +JB1betai

． t+卢2CO ，t+卢3ldvol ，l+Al CO ，l X Idvol ，I+ Price ，￡ 

+A2CO X Price +卢5abs(bid_ask )+A 3CO X abs(bid_ask ) 

+ Zero 
．f
+A4 CO 

．‘
×Zero 

，I+卢7Inst_hld ， +A5 COi，￡×lnst_hld ，￡ 

+卢8Analysts ．I+A6CO ．1×Analysts ，l+岛lnst_num￡，l+A7CO ，l×lnst_num ，‘ 

+ 1oIn(Mvi
．￡)+卢1lIn(BM )+卢12Prlyr +卢13Turnly + (5) 

式(5)中，AR 为在每 t月时，采用 t+1月到t+36个月的股票月报酬率进行3因子模型估计后，求 

得的异常报酬率(abnormal retum；AR)，beta“为在 t月时，使用 t一1月到 t-36月的月报酬率进行 3 

因子模型后，市场溢酬的系数值，c0“为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在回归式中使用的是 t一1月到 t一12 

月所建构的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In(MV )为股票 i在 t月份的市值取 自然对数，In(BM．．．)为净值 

市价比取自然对数，该指标的建构依循 Fama and French(1992)的作法，使用 t-1年年底的净值市 

价比，并且提供给t年7月到 t+1年6月使用，Prlyr“为 t月份时使用 t-1到 t一12月的股票累积报 

酬率，Tumlyi 为 t月份时使用 t一1到 t一12月的累积周转率计算而成，套利风险变量皆如同前面 

所述。 

四、实证结果 

(一)连续性过度反应的投资组合绩效 

表 1采用个股连续性过度反应建构投资组合，买进连续性过度反应最高的组合(P 。)，卖出连 

续性过度反应最小的投资组合，并检验其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以及第四年的绩效。 

表 1的Panel A为采用形成期6个月所建构的组合，结果发当绩效采用市值加权计算时，第三 

年的平均月绩效为 一0．419％，年化报酬率为 一5．028％，其 Sharpe ration为 一0．141，峰态系数为 

14．051。而采用均值加权报酬率计算组合的绩效，结果发现在第二年的报酬率显著为 一0．264％， 

年化报酬率为一3．168％，峰态系数值为4．759，而不管是市值加权或者等值加权，皆发现到当投资 

人对于股票出现了连续性过度反应的状况，股票绩效在长期情况下，绩效会较差。 

表 1的Panel B为采用形成期 l2个月所建构的组合，结果发当绩效采用市值加权计算时，第三 

年的平均月绩效为 一0．487％，年化报酬率为 一5．844％，其 Sharpe ration为 一0．127，峰态系数则高 

达为19．926。而采用均值加权报酬率计算组合的绩效，结果发现在第二年的报酬率显著为 
一 0．457％，年化报酬率为一5．484％，峰态系数值为3．701，而不管是市值加权或者等值加权，皆发 

现在第三年时，股票报酬率的峰态系数都高过了15，显示第三年的绩效有集中于众数的分布状况， 

而相较于形成期为 6个月的情况，形成期为 12个月的负报酬率情况更加明显，报酬率在第三年出 

现了高峰的状况，因此在后续长期绩效的检定中，本研究检验过度反应与套利风险对个别股票未来 

3年的3因子异常报酬率的影响。 

表2为使用过去 12个月的连续性过度反应将股票由小到大分为 10组，并计算各个组合中的 

股价、流通在外市值、净值市价比、过去一年报酬率、过去一年周转率以及过去一年股票日报酬率标 

准差，结果发现在连续性过度反应最高的投资组合中，其股价以及流通在外市值最大，而其前一年 

的股票周转率确实最低的，而股票 日报酬率总波动度也是在连续性过度反应最高的投资组合中，呈 

现较高的波动，但是这些与报酬率相关的特征值，并未在这十组股票中呈现明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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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形成期 12个月 

表2 过去一年连续性过度反应与平均股票特征 

在表2中，与连续性过度反应呈现最明显趋势的股票特征为净值市价比以及股票过去一年的 

报酬率，该结果与 Lakonishok et a1．(1994)的研究结果相似，对于成长股而言，投资人会将其会计信 

息过度延伸到未来的情况 ，在本研究中，投资人连续性过度反应的股票有着较低的净值市价比的成 

长股特性，而 Byun et a1．(2014)中也指出，连续性过度反应与过去报酬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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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也与之一致。 

为了检验表 1的结果不是由于净值市价比以及过去报酬率的效果所驱使，本研究进一步将股 

票依照股票特征分为 10个投资组合，并且在这 10个投资组合中，分别再依照连续性过度反应建构 

出高连续性过度反应投资组合(P。。)与低连续性过度反应投资组合(P。)，并进构高减低投资组合 

并检验持有 3年期四因子异常报酬率的绩效，结果如表 3所示。 

表3 特征分组下的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四因子绩效(形成期 1年持有期3年) 

表 3的结果显示，在高价股中，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可以获得正异常报酬率，而有 

趣的是，在低净值市价比以及大规模股票中，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投资组合可以获得较高的异常报酬 

率，该结果刚好与价值异象与规模异象相反，显示连续性过度反应确实出现了反转绩效的现象，而 

在过去一年的组合中发现，在形成期绩效较差的投资组合中，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的绩 

效显著为负。 

在 Byunet a1．(2014)的研究中指出，连续性过度反应捕捉到的是与动能绩效相似的现象，所此 

为真，表示中国股市绩效不存在报酬率反转的现象，在输家投资组合中，连续性过度反应捕捉到的 

是更强的输家报酬率的持续性，但是连续性过度反应亦可能是反转指标，中国股市绩效可能出现了 

动能报酬率反转的现象，输家在长期绩效上会优于赢家股票，只是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投资组合又进 
一 步造成绩效反转，导致表 3的结果中发现在输家投资组合中，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的 

绩效显著为负，为了检验该结果，本研究在每年6月根据股票过去3年的绩效分出10个投资组合， 

检验未来持有5年的绩效，其报酬率走势如图 1。 

图1的结果显示，在持有期中赢家投资组合没有明显的报酬率变化，但是输家投资组合的绩效 

有明显向上爬升的趋势，在持有 5年后，其累积异常报酬率达到 60％，而持有 3年的绩效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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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30％，该结果显示表3的结果并非由于输家报酬率的绩效持续性所导致，而是连续性过度反应后的 

报酬率反转所导致的结果，而表3中的各项股票投资组合的特征中，都发现了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 

本投资组合的绩效是和原本的绩效特征相反。 

表 1中，本研究得到连续性过度反应可以获得负的显著报酬率，而在表 3中，本研究采用了4 

因子调整后的异常报酬率，结果发现在不同股票特征投资组合中，连续性过度反应投资组合仍然可 

以取得显著的异常报酬率，这些结果显示连续性过度反应的绩效并非是风险因素所导致的；由于在 

不同股票特征投资组合中亦可获得显著的异常报酬率，也表明连续性过度反应的绩效不是由于股 

票特征而来。Shleifer and Vishny(1997)指出当股票存在套利的限制时，理性的投资人将退出市场 

使得错误定价持续性存在，这导致股票市场上的过度反应无法被有效且即时修正，若此为真，套利 

的限制将强化股票市场上的连续性过度反应的现象，因此本研究后续探讨套利风险是否会强化连 

续性过度反应的效果。 

(二)连续性过度反应、套利风险与股票特征 

本部分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套利风险对绩效的影响，由于套利风险变量最早可取得的时间为 

2001年 l2月，采用 Fama and French(1992)研究的逻辑，本部分研究样本最早始于2002年 7月，而 

在绩效上采用 3年期的3因子异常报酬率，目前研究可得的月报酬率数据为 2016年 4月，需要 3 

年的有效期间估计，因此最后一期的绩效资料为2013年 4月份，在这部份的研究样本期间为2002 

年7月到 2013年 4月共 142个月的数据。 

表4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首先在每个月针对所有的股票特征进行横截面的平均值计算，再 

求得这些平均值的时间序列上的描述性统计数值。表4中报告的连续性过度反应均值为 0．150， 

最大值为0．84，股票的系统性风险为 1．052，平均过去一年报酬率为 23．6％，过去一年的周转率为 

43．2％。而在套利风险变量中，特质性波动为 53％，最大值高达73．3％，平均股价为 10．058元，买 

卖价差的绝对值为0．214，其最大值为0．354，平均的零交易天数为6．038，平均每档股票的分析师 

报导为2O．55，机构投资人数目为11．14，持股比率则为3．596％。 

表5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仿照 Chou et a1．(2013)的作法，本研究每个月计算变量的相关系 

数，求得 142个月的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值，再计算时间序列上相关系数平均值，表5的Panel A报 

告 Pearson相关系数表，结果发现连续性过度反应与 beta的相关性只有 0．011，和特质性波动的相 

关则为一0．034，这2个数据再次显示连续性过度反应和风险变量的相关性较低，而连续性过度反 

应与过去报酬率的相关较高，为0．457，与股价的相关性则为0．152，而表 5的 Panel A也显示分析 

师报导数、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以及机构投资人数量间的相关陛较高，但仍为大于0．7的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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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beta 

Idvol 

Ln(MV) 

Ln(BM) 

prlyr 

tum lv 

ce 

Pid ask 

Zero 

Analysts 

Inst nam 

Inst hld 

l 

0．0l1 1 

— 0．034 0．199 1 

0．096 0．022 0．015 1 

0．046 0．054 —0．232 0．040 1 

0．457 0．021 0．097 0．270 0．036 1 

0．019 0．129 0．296 —0．30o 0．0o1 0．054 1 

0．152 —0．135 0．169 0．339 —0．183 0．408 —0．112 1 

— 0．010—0．083—0．139—0．401—0．044—0．1OO一0．170—0．253 1 

0．038 0．04 6 0．105 —0．012—0．064 0．101 0．033 0．015 0．009 1 

0．052 —0．090—0．017 0．587 0．023 0．186 —0．204 0．396 —0．306 0．002 1 

— 0．016—0．061—0．04 1 0．649 —0．O02 0．071 —0．235 0．361 —0．301—0．022 0．693 1 

— 0．o03—0．138 0．023 0．409 —0．170 0．083 —0．2O6 0．386 —0．239—0．019 0．534 0．713 1 

Panel B：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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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的Panel B报告 Spearman相关系数，结果发现除了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以及机构投资人 

个数的相关性高达0．9外，其于变量的相关性皆与Pearson相关系数相似，这表示若以机构投资人 

持股比率以及机构投资人个数建构投资组合，这两类指标可能会产生相似的绩效，而连续性过度反 

应指标与其他股票特征变量的相关性皆不高，显示若建构投资组合，连续性过度反应所建构的投资 

组合所捕捉的绩效与其他特征不同。 

(三)套利风险、连续性过度反应对股票绩效的影响 

表6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股票特征以及套利风险对股票未来 36个月的3因子异常报酬率的 

影响，模型(1)检验系统风险、特质性波动度、公司规模、净值市价比、过去一年报酬率、周转率等常 

见的变量对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以及净值市价比对长期绩效是显著为负的影响，而公司 

前一年的报酬率越高、流动性越好 ，其未来绩效也较佳；模型(2)为在模型(1)的基础下纳入了连续 

性过度反应变量，结果显示当公司的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公司长期绩效越差，但在纳入了连续性 

过度反应后，特质波动度变为显著为负。 

表6 连续性过度反应、股票特征、套利风险对未来3因子绩效的影响 

模型(3)检验相关套利风险变量对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公司买卖价差的绝对值 

越大，对未来长期绩效有正向影响，零交易天数越高，长期绩效越差，而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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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越多以及分析师报导数目越多，未来绩效也越好。模型(4)为在模型(3)的基础下纳入了连续 

性过度反应变量，结果显示当公司的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公司长期绩效越差，而其他相关变量的 

结果没有特殊性的改变。模型(5)纳入了所有变量，结果仍相似，在控制了与股票绩效有关的投资 

策略变量以及套利风险变量后，连续性过度反应仍然显著的负向影响股票未来的长期绩效。 

表7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与套利风险的交互作用对股票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当纳入单 
一 变量时，股价越高的情况下，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公司未来绩效越好，而买卖价差、零交易天数 

以及分析师报导数量这三个变量与连续性过度反应的交互作用显著为负，前两者显示在交易成本 

越高的情况下，公司未来长期绩效就越差；分析师报导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公司未来长期绩 

效也越差。 

表7 套利风险与连续性过度反应的交互作用对未来3年异常报酬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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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的模型(8)中纳人了所有套利风险相关变量，结果发现分析师报导数量与连续性过度反 

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该结果显示投资人并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太高，导致其不了解公司真 

实价值，使得错误定价存在，而是由于投资人会对于分析师报导数据持续不断的过度反应，导致股 

价短暂的高估，因此在长期才会出现绩效的反转修正。 

(四)套利风险、连续性过度反应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 

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在形成投资组合后的第三年时，会有显 

著的负报酬率，而进一步采用二维分组建构投资组合，发现采用过去常用投资策略的股票特征建构 

投资组合后，连续性过度反应仍然可以从这些投资组合中，构建出能赚取异常报酬率的有效投资策 

略，而这些投资策略的绩效与原始投资组合特征建议的绩效趋势相反，例如在小规模中，连续性过 

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绩效低于在大规模中所建构的绩效，而后续结果更显示连续性过度反应对 

股票未来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果支持过度反应导致未来绩效反转。 

Daniel and Moskwitz(2013)指出投资人执行动能交易策略时，在未来会出现价格反转或者是股 

价暴跌的现象，而王冲和谢雅璐(2013)以及代昀吴等(2015)的研究则指出机构投资人持股、信息 

不对称程度与股票价格暴跌风险高度相关，这两篇文献引起了另一个研究问题，是否投资人连续性 

过度反应不仅仅造成绩效反转，甚至会增加股价暴跌风险。 

依循 Chen et a1．(2001)、Kim et a1．(2014)、王冲和谢雅璐(2013)以及代昀昊等(2015)的方法， 

本研究依照式(6)计算股价暴跌风险： 

Crash 
． t

= 一  (6) 

(凡一1)(n一2)(∑(r2 )) 

本研究在每个月使用式(6)计算未来 3年所有 日报酬率的负偏态系数作为价格暴跌风险，并将价 

格暴跌风险取代式(5)的异常报酬率，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 

表8中的模型(1)检验过度反应、股票投资策略特征变量、套利风险对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 

结果发现如同过去一年报酬率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该结果与 Daniel and Moskwitz(2013)的主张一 

致，投资人如果执行动能投资策略，确实会遭遇到较高的股价暴跌风险，分析师报导数量对价格暴 

跌风险的系数显著为负，显示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时，股价暴跌风险较低，亦即当信息不透明程 

度越高，股价暴跌的可能性越高，而在表 1中，持有第三年的绩效的报酬率偏态为负，结果也表明连 

续性过度反应的投资组合，有较高的股票暴跌风险。 

而表8的连续性过度反应与套利风险的交互作用对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中，特质波动度越高 

的公司，当投资人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公司未来的价格暴跌风险越高，而买卖价差越大以及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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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数越多的公司，连续性过度反应越高，未来暴跌风险也越大；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在信息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下，投资人的连续性过度反应，也会造成价格的暴跌风险提高。 

当股价越低时，投资人的连续性过度反应会造成未来的股价暴跌风险增加，合理的解释是当低价股 

出现连续性的过度反应后，其股价攀升速度会高于高价股攀升的速度，也因此其暴跌的风险更大。 

表8 套利风险与连续性过度反应的交互作用对未来3年崩盘风险的影响 

(3) (4) (5) (6) (7) (8) (9) 

Intercept 

C0 

beta 

C0 Idvol 

C0 PIice 

CO $bid
_

~k 

C0％Zero 

CO Insth ld 

C0 Inst_j叭m 

CO An~ysts 

Idvol 

Ln(MV) 

Ln(BM) 

prlyr 

tum1v 

Price 

Bid ask 

Zero 

Inst
_
~d 

Inst num 

An~ysts 

Adj R 

一 1．625⋯ 一1．620“’一1．655⋯ 一1．517⋯ 一1．623⋯ 一1．593⋯ 一1．621” 一1．618” 一1．535⋯ 

(一4．61) (一4．58) (一4．71) (一4．46) (一4．62)(一4．58) (一4．63) (一4．64)(一4．52) 

0．O42” 一0．023 0．170⋯ 一0．249⋯ 一0．007 0．056⋯ 0．056⋯ 0．072⋯ 一0．273⋯ 

(2．55) (一0．60) (5．14) (一5．12) (一0．18) (2．71) (2．86) (3．59) (一3．59) 
一 0．074⋯ 一O．o75 一0．073” 一0．072⋯ 一0．075” 一0．075⋯ 一0．o75⋯ 一0．077“’一0．072⋯ 

(一4．67) (一4．67) (一4．62) (一4．54) (一4．65) (一4．66)(一4．69) (一4．82)(一4．51) 

0．179 0．213 

(1．77) (1．97) 
一 0．021⋯ 一0．017” 

(一4．89) (一4．35) 

1．159⋯ 0．988”’ 

(6．66) (5．51) 

0．034 ” 0．035 ’ 

(3．30) (3．34) 

一 0．012 0．o01 

(一1．61) (0．12) 

一 0．0o4“ 0．002 

(一2．59) (1．01) 

一 0．013⋯ 一0．Ol1⋯ 

(一3．82)(一3．19) 

<0．001 —0．0l1 一O．001 —0．O11 0．003 <0．00l <0．001 一O．00l 一0．024 

(0．0o) (一0．35) (一0．04) (一0．32) (0．08) (0．00) (一0．01) (一0．04)(一0．69) 
0．086⋯ 0．086⋯ 0．086⋯ 0．083⋯ 0．086 ” 0．084⋯ 0．086⋯ 0．086 0．083 “ 

(5．05) (5．03) (5．O8) (5．05) (5．o4) (5．o4) (5．08) (5．O8) (5．06) 
0．030”’ 0．030⋯ 0．030⋯ 0．030 ” 0．028 ” 0．030 0．030 0．029 0．029⋯ 

(2．71) (2．70) (2．72) (2．7O) (2．60) (2．70) (2．71) (2．67) (2．62) 
0．129⋯ 0．126⋯ 0．135⋯ 0．143⋯ 0．123⋯ 0．132⋯ 0．131⋯ 0．139” 0．141 

(6．96) (6．81) (7．16) (7．34) (6．90) (7．14) (7．07) (7．26) (7．28) 
一 0．178⋯ 一0．181” 一0．174⋯ 一0．176” 一0．174⋯ 一0．180” 一0．178” 一0．175” 一0．171⋯ 

(一3．54)(一3．52) (一3．49) (一3．55) (一3．49) (一3．56) (一3．53) (一3．49)(一3．39) 
一 0．006⋯ 一O．006⋯ 一0．0o1 —0．oo6⋯ 一0．006” 一0．005⋯ 一0．005” 一0．006” 一O．o03 

(一4．o7) (一4．02) (一0．61) (一4．27) (一4．o7) (一3．51) (一3．59) (一3．89)(一1．36) 
一 0．701⋯ 一0．710” 一0．673⋯ 一0．906”’一0．699⋯ 一0．703⋯ ～0．703 ” 一0．701⋯ 一0．865⋯ 

(一12．57)(一12．68)(一12．30)(一11．80)(一12．66)(一12．31)(一12．49)(一12．51)(一11．12) 
一 0．oo6⋯ 一O．006” 一O．0o6⋯ 一0．0o6⋯ 一0．010⋯ 一0．0o6⋯ 一0．0o6 一0．0o6⋯ 一0．o09⋯ 

(一3．O4) (一3．O1) (一2．97) (一2．97) (一3．12) (一2．96) (一2．98) (一2．99)(一3．O6) 
<0．oo1 <0．o01 <0．001 <0．0o1 <0．001 <0．001 0．o0l 0．0o1 —0．o02 

(一0．O4) (一0．O4) (0．32) (0．08) (一0．11) (0．24) (0．90) (0．54) (一0．69) 
一 0．0o5⋯ 一0．0o5”’一0．0o5” 一O．0o5”’一0．0o5 一0．005⋯ 一0．0o5 一0．oo5 一0．005⋯ 

(一7．81) (一7．84) (一7．76) (一7．89) (一7．74) (一8．O0) (一7．30) (一8．19)(一6．69) 
一 O．0o6⋯ 一0．oo6⋯ 一0．oo6⋯ 一0．0o6⋯ 一0．0o6⋯ 一0．oo6⋯ 一0．006⋯ 一0．005⋯ 一0．oo5⋯ 

(一5．72) (一5．71) (一5．69) (一5．73) (一5．51) (一5．66) (一5．6o) (一4．71)(一4．25) 

3．26％ 3．23％ 3．30％ 3．33％ 3．31％ 3．24％ 3．22％ 3．23％ 3．20％ 

121 



林煜恩、尚铎 、陈宜群、池祥萱 ：连续性过度反应对股票价格反转与暴跌的影响 

结合表 7以及表 8的结果显示，投资人的连续性过度反应除了能捕捉到股票报酬率的反转效 

果外，在套利风险越大的情况下，投资人的连续性过度反应也会导致股价未来的暴跌。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建构股票的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检验其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对绩效反转以及价格暴跌 

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纯以连续性过度反应建构零成本投资组合，其绩效在持有第三年显著为 

负，且偏态系数为负，表明绩效存在反转以及暴跌的可能性，而在采用相依分组的策略下，发现连续 

性过度反应能在不同的投资策略组合中，获取显著的报酬率，而该报酬率与传统认为特征值绩效是 

反向排列的现象，例如小规模投资组合中建构的连续性过度反应零成本投资组合绩效，劣于大规模 

投资组合中所建构出来的绩效。 

后续检验连续性过度反应以及套利风险的交互作用对长期异常绩效以及股价暴跌风险，结果 

发现当投资人会对分析师报导数 目过度反应，导致长期绩效较差，而在股价暴跌风险上，当特质波 

动度越大、买卖价差越大以及零交易天数越多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时，投资人连续性过度反应 

会增加股价的崩盘风险；而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本篇研究对于实务上可提出建议 ，采用传统的股票特征指标确实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本研 

究也表明这些股票特征指标中，投资人若有持续性过度反应的现象，其长期绩效将会反转，甚至投 

资人浆会承担价格暴跌的风险；而在分析师报导数 目上，虽然投资人会因为对分析师的报导过度反 

应，而导致未来绩效较差，但是分析师报导数 目越多时，投资人的连续性过度反应会降低股价暴跌 

风险，因此分析师报导数目对于投资人的投资，仍起着良好的保护作用。 

本篇研究对于理论上有着以下的贡献：第一，本研究使用的连续性过度反应验证了绩效反转现 

象不仅仅只存在动能绩效，在公司规模、净值市价比、前一年流动性、股票日报酬率波动度等投资策 

略上，亦能得到绩效反转的现象，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投资策略的绩效反转现象；第二，本 

研究采用的连续性过度反应指标发现能有效预测股价暴跌风险，提供探讨股价暴跌研究的新的方 

向；第三，对于投资人反应的相关研究，本研究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在进行事件研究法的分 

析中，往往会探讨投资人是否对于该事件过度反应或者反应不足，却忽略了若该档股票已经受到投 

资人的过度反应 ，那么该事件所得到的异常报酬率是否真的是事件所造成，或者是来自于事前的连 

续性过度反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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