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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國內相關文獻與研究中，有關權證的籌碼分析探討方面，大多著

重討論三大法人間接與標的連結權證的關係，而在跨商品連結或

市場之間的價量關係方面，也僅針對交易量與價格或波動性之間

的關聯性進行探討，部分研究文獻雖有針對交易次數的資訊傳遞

進行討論，但也僅針對單一商品進行研究。 本次論文研究著重在

認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量所帶來之資訊傳遞效果，期望透過樣本

期間2013年4月至2013年12月所能取得的臺灣認購(售)權證交易流通

量資訊、過去理論與相關文獻之探討，將認購(售)權證交易流通量

與連結標的之股票報酬進行條件式的分析，以研究認購(售)權證的

交易流通量是否對連結標的之股價報酬具有解釋力與相關性，間

接提供投資大眾與研究學者對於兩者之間的股價波動度與相關交

易活動之關係做進一步了解。 實證結果發現，不論是認購(售)權

證的交易流通量或者認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變動率，變數的考量

確實能提升傳統標的股票價量關係的解釋力道。而在當期標的股

票的價量關係中，不論是標的股票的交易變動量、交易變動率，

或者認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變動量、認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變

動率，對當期股票報酬率的重要性，均較前一期股票報酬率更有

具顯著性。 若將當期相關變數進行下一期股票報酬率的預測，認



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變動量、認購權證的交易流通變動率，對下

一期股票報酬率預測的重要性，不僅可以獲得比當期股票報酬率

更具顯著性的結論，也可以獲得比當期標的股票交易變動量、交

易變動率更具顯著性的結論。 此外，認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變

動量、認購(售)權證的交易流通變動率對標的股票報酬率的顯著性

影響中，認購權證具有明顯大於零的影響性、認售權證則具有明

顯小於零的影響性，此結論與商品特性相符。 

摘要(英) In Taiwan's related studies and documents, most of the articles are emphasi

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arget warrant in th

e positioning of warrant analysis. As for the discussion of cross commodity 

or the price-volume in the market capital, usually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o

f trading volume and the price or the volatility. Though some of the researc

hes hav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ading volume for information transmissio

n, however, usually on a single commodity. This study is emphasis on the e

ffect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the warrant transaction velocity and ho

pe able to have some conditioning analyses via the samples during April till 

December in Y2013 of the data of the volume of Taiwan warrant transactio

n velocity, the reference in the past. Thus we may know is the warrant trans

action has the linkage or the meaning with the target stock pricing, also indi

rect provide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for mass investors and scholarships ab

out the stock pricing veloc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action activities. 

Also, the volume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transaction velocity of the warra

nt to the target price revenue significance impact, Call warrant has the signi

ficant bigger than zero.Put warrant has the significant of smaller than zero. 

this conclusion is matched with the commodity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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