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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文摘要 本研究報告主要內容為處理金融商品所面臨的不完整資訊之問

題。不完整資料在研究處理上面臨了諸多限制與不便，而蒙地卡羅 EM

演算法則提供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故在本文中利用蒙地卡羅 EM 演算法

來輔助我們進行不完整資料之插補運算過程，希望藉由此方法反應出完

整訊息。 台灣股票市場自開市以來就存在漲跌幅限制，所以台灣股市之

股價資料屬於不完整資料中的設限資料（Censored Data），所以在處理

股價資料上應考慮到此不完整資料的問題，然而國內諸多關於股價資料

的研究報告均未考慮到此問題，所以在本研究報告中將此不完整資料的

觀點納入考量並對台灣股市自早已來存在的漲跌限幅制度下的波動性作



一詳細之研究。 在研究模型中，本文共採用了「歷史波動性模型」、

「GARCH 模型」以及「隨機波動性模型」，並利用 EM 演算法的插補代

疊程序進行股價波動性參數的估算，希望可以瞭解在不同的漲跌幅限制

下對於股價波動性的影響有何差異。 由歷史波動性模型與 GARCH 模型

的實證分析可以得知，股價在漲跌幅 5%限制下的波動程度大於漲跌幅

7%限制下的波動程度，故可以得知放寬漲跌幅限制並不會加深其波動程

度，反而可以減低其波動性。  

摘要

(英) 

Abstract: Volatility esti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easuring the variability 

of the certain price of financial asset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risk of stock price. 

On the other hand, estimating volatility involves incomplete data in many cases, 

for examples, price limits creates censored data in the stocks market of Taiwan. 

Latent variables appear in stochastic volatility, which is treated as another kind of 

incomplete data. In this article, EM algorithm and Monte Carlo EM algorithm are 

carefully implement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volatility modeling. 

Computations and graphics representations are fully illustrated using the stock 

historical data of Taiwan. With MATLAB software, build in functions and 

programming languages are incorpora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an easy way 

without complicated analytical approaches.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二章 文獻探

討 3 第一節 漲跌限幅之相關文獻 3 第二節 波動性模型估計之相關文獻 3 

第三節 各種波動性配適模型之文獻 3 第三章 研究理論 3 第一節 不完整

資料（Incompleted Data） 3 一、不完整資料之簡介 3 二、不完整資料的

分類 3 第二節 EM（Expectation Maximization）演算法 3 第三節 股價行為

模型 3 一、漲跌幅限制下的股價行為 3 二、股價動態行為 3 第肆章 研究

模型設定 3 第一節 歷史波動性模型 3 一、波動性之估算 3 二、插補運算

之圖 3 第二節 GARCH 模型 3 一、模型設定與參數估計 3 二、GARCH 模

型之觀念圖示 3 第三節 隨機波動性（Stochastic Volatility）模型 3 一、SV

模型之特例－CEV 模型 3 二、SV 模型之設定 3 第伍章 實證分析 3 第一

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3 一、研究期間 3 二、資料處理 3 三、資料之圖

示 3 第二節 歷史波動性之實證結果 3 第三節 GARCH 波動性之實證結果 

3 第四節 SV 模型之實證結果 3 第陸章 結論及後續研究建議 3 第一節 結

論 3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3 附錄一 波動性收斂情形 3 附錄二 程式碼 3 

參考文獻 3 中文文獻 3 英文文獻 3 表目錄 表 1 歷年來漲跌幅調整情況 3 

表 2 波動性模型分配型態 3 表 3 樣本公司基本資料 3 表 4 股價最小升降

單位（tick） 3 表 5 處理前之股價資料 3 表 6 處理後之股價資料 3 圖目錄 

圖 1 章節架構流程圖 3 圖 2 股價設限圖 3 圖 3 聯電報酬率－5% 3 圖 4 聯

電報酬率－7% 3 圖 5 南亞報酬率－5% 3 圖 6 南亞報酬率－7% 3 圖 7 

GARCH 概似函數二度空間等高線圖 3 圖 8 GARCH 概似函數三度空間的

等高線圖 3 圖 9 聯電股價－5﹪ 3 圖 10 中鋼股價－5﹪ 3 圖 11 永豐餘股

價－5﹪ 3 圖 12 中鋼股價－7﹪ 3 圖 13 永豐餘股價－7﹪ 3 圖 14 東聯股

價－5﹪ 3 圖 15 東聯股價－7﹪ 3 圖 16 長榮波動性收斂圖－5﹪ 3 圖 17 

長榮波動性收斂圖－7﹪ 3 圖 18 中鋼（2002）_5％ 插捕前之波動性 3 圖 

19 中鋼（2002）_7％ 插捕前之波動性 3 圖 20 中鋼（2002）_5％ 插捕後



之波動性 3 圖 21 中鋼（2002）_7％ 插捕後之波動性 3 圖 22 台化

（1433）_5％ 插捕前之波動性 3 圖 23 台化（1433）_5％ 插捕後之波動

性 3 圖 24 國建（2501）_5％ 插捕前之波動性 3 圖 25 國建（2501）_5％ 

插捕後之波動性 3 圖 26 東聯（1710）波動性 3 圖 27 華新（1605）波動

性 3  

參考

文獻 

中文文獻 丁誌魰（1989），「股價漲跌幅限制緊縮對我國股市的影

響」，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王惠民（1990），

「以模擬法評估漲跌幅限制之穩定股價效果」，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

所未出版論文。 沈中華、黃河泉（19），「股價波動性與結構性轉變之

探討─不同漲跌幅下之分析」，台大管理論叢，第 5 卷第 2 期，p23-

44。 吳壽山、周賓凰（1996），「衡量漲跌幅限制對股票報酬與風險之

影響」，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第 8 卷第 1 期，p1-25。 官怡君（1989），

「股價漲跌幅限制對系統風險影響之研究」，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未出

版論文。 邱美娟（1996），「漲跌幅限制，過度反應及資訊不對稱」，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胡秀琴（1991），「股

價波動性、交易制度及停板限制─台灣股市之實證分析」，中山大學企

業管理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胡星陽、梁敏芳（1995），「漲跌幅限

制與台灣證券市場波動性」，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第 7 卷第 1 期，p1-

24。 梁敏芳（1994），「漲跌幅限制對股市波動性之影響」，台灣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未出版論文。 陳添裕（1999），「漲跌限幅對報酬率、

波動性及交易量影響之研究」，東海大學管理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楊華欽（1999），「台灣股票市場波動性之研究－ARCH-M 修正模型之

應用」，輔仁大學經濟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蕭慧玲（1996），「漲

跌幅限制措施對市場交易活動影響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未出版博士論文。 黃勁豪（2000）「台灣股票市場波動性與總體經濟波

動性關係之研究」，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未出版碩士論文。 紀孟

華（2000）「隨機波動模型之估計法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統計研究所

未出版碩士論文。 吳勉賢（2000 年）「蒙地卡羅模擬法在動態隨機變異

模型上的應用」，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英文

文獻 A.P.Dempster,N.M.Laird and D.B.Rubin (1979) , 〝Maximum Likelihood 

from Imcomplete Data via the EM Algorithm〞, Journal of Statistic Society, 

v9,p1-39. Bollerslev, T.(1986),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1, 307-327. Bollerslev, Tim, Ray 

Y. Chou, and Kenneth F. Kroner, 1992, ARCH Modeling in Finance : A Review 

of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52 , 5-59. Chou, 

R. Y., 1988, Volatility persistence and stock valuation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using GARC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3, 279-294. E.Fournie’, J.M. 

Lasry and N.Touzi（1998）, 〝Monte Carlo Methods for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Numerical Method in Finance,p146-164. Eugene M. Cleur (1999),

〝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Of A Class Of One-Dimensional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Models From Discrete Data 〞,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M84,p505-515. Hosking, Leslie（1988）,“U.S. Circuit Breakers May 

Overload Foreign Markers”,Futures : The Magazing of Commodities & 

Options,v17, p10-12 Jon Danielsson (1994) ,〝Stochastic Volatility in asset price 



Estimation with Simulated maximum likelihood〞, Journal of Economics , v64, 

p375- 400. Jon Danielsson (1996) ,〝Estimation of the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by Simul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C++ Code〞, Studies in Nonliner 

Dynamics and Econometrics ,v1,p29-34. T.W. Epps, （2000）〝Models with 

Uncertain Volatility〞,Pricing Derivative Securities,p377-409. John Hull and Alan 

White（1987）, 〝The Pricing of Option on Assets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s〞, 

Journal of Finance,v42,p281-300. Kodres, Laura E. （1993）,”Tests of The 

Unbiasedness in The ForeignExchange Futures Markets:An Examination of Price 

Limits and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Journal of Business,v66（3）,p463-

490. Khoury, Sarkis J. and Gerald L. Jones. （1983）,”Daily Price Limits On 

Futures Contracts:Nature,Impact, And Justification”,Review of Research in 

Future,v3,p22-36. Lee ,Sang-Bin and C hung Jee-Seok（1996）,”Price Limits 

and Stock Market Efficiency”,Journal of Business and Accounting,v23

（4）,p585-601。 Roll,Richard（1988）,”The International Crash of October 

1987”,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p19-35. Teruo Nakatsuma (1998), 〝A 

Markov-Chain Sampling Algorithm for GARCH Models〞, Studies in Nonliner 

Dynamics and Econometrics ,v3,p107-117 T.W. Epps, （2000）〝Models with 

Uncertain Volatility〞,Pricing Derivative Securities,p377-409. Wei,G .C. G. and 

Tanner, M. A.（1990）, 〝A Monte Carlo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 algorithm 

and the poor man’s data augmentation algorithm〞,J. Amer. Statist. Assoc. 

v85,p699-704.  

論文

頁數 
95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