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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探討前五大交易人賣權買權未平倉量比率與期貨價格間之關係，並

使用兩者間的關係建構一個交易策略進行實證分析。 本文以黃俊凱

(2008)延伸 Hansen & Seo(2002)的雙門檻共整合模型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以 SupLM 統計量檢定研究發現各子期內賣權買權未平倉量比率與期貨

價格間存在雙門檻效果。並利用各個子期區間內的賣權買權未平倉量比

率變化對期貨價格漲跌的影響方向以及近期賣權買權未平倉量比之變化

設定交易策略。最後本研究進行模擬交易分析，並發現以下兩點重要結

論：1. 使用門檻之交易策略確實優於一般交易策略，可提升投資人的投

資報酬，並且降低投資人的交易風險。 2. 本研究所使用的交易策略，無



法對突發的經濟事件做立即的反應，而造成對未來局勢誤判的情形。  

摘要

(英) 

This thesis primarily probes in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ut/call open interest 

ratio of the top5 large traders and the underlying asset’s futures prices, and 

implemen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means of constructing a trading strategy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s the correlation obtained.In this thesis, Hansen’s 

(2002) two-threshold cointegration model, which is extended from Hansen & Seo 

(2002), i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thesis finds out that there exists 

two-threshold cointegr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put/call open interest ratio of the 

top 5 large traders and the future prices by way of SupLM statistic test in every 

single sub-period analyzed in this study. What’s more,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ffect of put/call open interest ratio on the futures price 

movement and the recent trend of put/call open interest ratio,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a trading strategy. In the end, this thesis accomplishes the analysis of 

simulative trade, and hence acquires two key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Using the 

threshold trading strategy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the common trading strategy. It 

tends to raise investors’ return and mitigate the risk of investments. 2. The 

trading strategy in this thesis is unable to react quickly enough to adverse 

economic/financial crisis immediately. As a result, the investors are suggested to 

be aware of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local economic/financial events when using 

the strategie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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