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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零成本的「追漲殺跌策略」與「反向策略」在台灣股

市中各投資期限下的報酬狀況，並以「買入持有策略」與之比較，並探討

各策略在八個多空頭子期間的報酬差異。本研究以民國 72 年 1 月至 87 年



12 月之 382 家上市股票進行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 在長

期的投資期限下（3 年左右），「反向策略」可獲顯著為正的月平均報

酬。 （2） 在短期的投資期限下（1 個月左右），「反向策略」幾乎皆獲

得負的月平均報酬但不顯著。 （3） 在中短期的投資期限下（3 至 12 個

月間），「追漲殺跌策略」大多可獲正的月平均報酬。 （4） 在多頭期

間，「追漲殺跌策略」獲得正報酬的機會較高；而空頭期間，「反向策

略」獲得正報酬的機會則 較高。 在控制規模與 β 值之後，仍不影響前述

的實證結果，可見正反兩策略之正報酬並非來自系統性風險與規模效應。

而「買入持有策略」與正反兩策略間則無確切的關係存在。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bout the research of returns of the relative strength strategy 

and the contrarian strategy with each investment period in common stock market in 

Taiwan, and compares returns of the two strategies with return of the buy and hold 

strategy. And explore the returns of these strategies in 8 bull and bear market 

subperiods. The sample period is January 1983 to December 1998.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With long investment period (about 3 years), 

the contrarian strategy generate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turns. (2) With short 

investment period (about 1 month), the contrarian strategy almost generates 

negative returns, but do not significant. (3) With medium-term investment period 

(during 3 to 12 months), the relative strength strategy almost generates positive 

returns. (4) In the bull market subperiod, the relative strength strategy has higher 

probability to generate positive returns; but in the bear market subperiod, the 

contrarian strategy has higher probability to generate positive returns. After 

controlling firm size and β(the systematic risk),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not 

affected. There are no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s of the buy and hold 

strategy and the other two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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