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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HJ 距離」衡量各種線性因子
模型的模型誤設
呂仁廣*

摘

要

對於因子的組成成份，何種模型才能檢視金融市場的效率問題，一直是財務理論中
的關鍵。根據半強式效率市場的定義，金融市場的投資大眾會運用所有已知的資料，來
分析目前市場股價狀況，是故在此定義下，由於投資大眾無法獲得超額利潤，也就是我
們如果想找出真正可以代表金融市場的線性因子模型，就必須利用到 Cochrane(2001)文
中所述的方法──一般動差法的正交條件(orthogonal condition)──來進行統計推論。但是
一般動差法因為在數值求參數解的估計過程中，權數矩陣會不斷更新，以致於各模型間
的配適程度將無法做比較，造成「何者才能代表樣本期間內效率市場下的真實定價模型」
莫衷一是。本文遂使用由 Hansen, Heaton and Luttmer (1995)和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所發展出來的「HJ 距離」(HJ distance)檢定統計量，以進行這個統計推論的議題。
TAO

我們將可以代表資產定價模型真正的隨機折現因子視為未知，並衡量模型的隨機折現因
子和真實的隨機折現因子的「HJ 距離」有多遠。文中將針對四種可以代表投資人最適
投資行為的隨機折現因子來衡量模型誤設，並分別比照 Jagannathan and Wang (1996)和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的做法，設計出兩種虛無假設，一是 HJ 距離為零的虛無
假設，檢定各模型是否具有模型誤設；另一是 HJ 距離為對照組的 HJ 距離估計值，利用
巢狀式檢定(nested test)，檢定該模型是否較虛無模型(null model)為優。我們使用 30 種
產業投資組合的美國股價季資料，樣本期間為 1952 年第 2 季至 2002 年第 3 季，實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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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四種線性因子模型均具有模型誤設，模型誤設「程度最小」者為三因子模型。然
而巢狀式檢定結果顯示，三因子模型並不顯著優於二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也不顯著優
於一因子模型。綜合言之，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若我們從投資人投資最適投資行為的
角度來分析金融市場，文獻上的線性因子資產定價模型都仍然有大小不一的模型誤設程
度，是故它們都仍有被改進的空間。

關鍵詞：HJ 距離、線性因子模型、模型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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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Sharpe (1964)和Lintner (1965)文章發表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就成為1970年代以至1980年代初期，財務學者在研究資產定價時
的圭臬。它的內容主要是在說明，在市場均衡時，個別證券的期望報酬率應等於無風險
利率，再加上其相對於市場風險的風險貼水。到了Fama and French (1992, 1993, 1995,
1996)，對於CAPM的設定，他們以線性的方式加以擴展，將公司規模、益本比、財務槓
桿比率、淨值與市價比率等變數加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而他們的實證結果也顯示，
模型的每個變數對於個別股票的報酬率都會具有解釋力，尤其是公司規模、淨值與市價
比率這兩個變數為然；是故在這一系列他們發表的文章中，Fama 和 French更進一步地
建構出所謂的三因子模型(three-factor model)，它們分別為市場風險因子、規模風險因子
以及淨值與市價比風險因子，而他們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這三個因子可以解釋約90%的
股票報酬。
上述文獻的研究架構雖然立意良好，但是站在學術的角度上，仍隱含了兩項缺點。
第一，它們都是靜態的分析(static analysis)，市場均衡彷彿是靜止不變的，然而真實的金
融市場卻是不斷地動態演進，瞬息萬變。第二，這些文章運用迴歸方法來分析目前證券
的報酬或價格，即便有些文獻仍有運用過去的時間序列資料，但是證券報酬或證券價
格，基於半強式或強式效率市場的定義，是來自於投資人對於未來各期期望報酬或現金
流量的折現，而投資人若只能運用當前或過去的資訊來做投資，是不能體現這種精神
的。對於上述缺點，其實早已有另一派人馬運用不同的分析架構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TAO

例如Merton (1973)，他觀察到投資者的消費和投資機會集合(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是會與時變動的，是故他將CAPM改成跨期模型，並認為個別證券的報酬
除了會被市場報酬影響外，各證券間報酬率所形成的共變數也必須計算進去。到了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 ， 他 們 更 將 CAPM 擴 展 成 消 費 型 資 本 資 產 定 價 模 型
(consumption-based CAPM, CCAPM)，此時證券的期望報酬率還將會受到一共變數的影
響──即證券的期望報酬率與消費邊際效用間的共變數。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對於財務理論的貢獻，不僅在於提出用總和消費資料來
詮釋證券價格，更是在於他們使用Hansen (1982)發展出來的一般動差法來實證其所推導
出來的資產定價方程式。因為人們的行為會受到他們對未來預期的影響，只要人們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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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預期時並不犯系統性錯誤(systematic errors)，預期誤差事件和訊息集合將會互斥，這
就意謂著資產定價方程式中，預測誤差變數和工具變數將會正交，而這正是一般動差法
的估計邏輯。
然而一般動差法因為在數值求參數解的估計過程中，權數矩陣會不斷更新，以致於
各模型間的配適程度將無法做比較，造成「何者才能代表樣本期間內效率市場下的真實
定價模型」莫衷一是。這個問題直至Hansen, Heaton and Luttmer (1995)和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提出「HJ距離」之後才得以解決。HJ距離的估計邏輯和一般動差法稍
有不同，它一方面重視正交條件的成立，一方面也標準化任一模型的權數矩陣，是故在
極小化理論模型和真實模型的「距離」時，各理論模型的誤設程度得以互相比較。
有了「HJ 距離」的計量工具後，Jagannathan and Wang (1996)和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就用它來衡量各種資產定價模型的模型誤設程度。本文與他們不同的
地方，在於本文將焦點集中在以線性因子構成的隨機折現因子，並且使用除了 Fama 和
French 所提出的一、二和三因子模型外，還使用了 Lettau and Ludvigson (2001)利用共積
(cointegation)方法所發展出來的 cay t 值，做為另一種代理變數。
文章接下來的安排為，第貳節為利用動態規劃法推導出隨機折現因子應具有的內
涵，第參節說明如何利用 HJ 距離做統計推論，第肆節則為四種模型下的 HJ 距離實證結
果，最後一節是結論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貳、各種線性因子下的隨機折現因子樣貌
TAO

為了推導各種線性因子下的隨機折現因子樣貌，我們這一節將從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的模型角度出發，以找出符合投資人投資行為的金融資產最適定價方程
式中，有關隨機折現因子應有的內涵。假設有一代表性投資者，他追求的是他這一生以
及他所有的子子孫孫的效用極大，是故從現在第 t 期起，直至未來無窮期，他追求的是
每一期的效用加總後，效用值的極大。若代表性投資者的效用函數可以用 u   來表示，
而這個效用為實質消費 ct 的函數，1並符合邊際效用為正且遞減的法則──如此設定，我

1

文中「實質」的意思，表示它沒有通貨膨脹的因子在變數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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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可以得到數學上的內解(interior solution)。2現在，此代表性投資者所站的時點為第 t
期，。此代表性投資者的決策可以用下列數學問題表示，



max E    s u  ct  s  I t 
wt  s
 s 0

s.t. ct  s  wt  s  yt+s  1  rt  s  wt  s 1

(1)

其中 E  | I t  為代表性投資者利用第 t 期訊息集合所形成的條件期望運算子，3  為代表
性投資者的主觀折現因子， ct  s 為代表性投資者在第 t+s 期的實質消費， wt  s 為代表性
投資者在第 t+s 期期末的金融財富， rt  s 是此金融資產在第 t+s 期的報酬率， yt+s 為代表
性投資者在第 t+s 期的勞動所得。由於(1)式是屬於間斷時間下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我們使用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方法來求解。求解後可得出下面的
尤拉方程式(Euler equation)4

u  ct    Et u  ct 1 1  rt 1   。

(2)

上式的尤拉條件，可謂投資者的跨期最適行為，其意義為，投資者在這一期投資一單位
資產的邊際成本，可以用效用單位表示成 u   ct  ，並在最適條件下，將會等於下一期期
望報酬的折現，即為  Et u   ct 1 1  rt 1   。若我們定義投資組合中第 i 個證券第 t 期

的超額報酬率(excess rate of return)為 ri ,t 1  ri ,t 1  rf ,t 1 ，且定義
e

mt 1   u   ct 1  u   ct  為定價方程式的隨機折現因子，則投資者的尤拉方程式可以寫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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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i ,t 1  rf ,t 1  mt 1 | I t   0, i  1, 2,..., n

(3)

亦或是

E  rie,t 1mt 1 | I t   0, i  1, 2,..., n

2
3
4

內解的結果較能找出經濟意義，故將效用函數做如此假設。
以下將簡寫成 Et 。
求解過程放在附錄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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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式就是本文的資產定價方程式。如此一來，資產定價方程式將可以分離出一個得以折
現該資產所有未來報酬的因子 mt 1 和該資產可獲取的超額報酬。
因為隨機折現因子是研究者看不見的，想要了解投資者的真正的投資行為，財務學
者使用了各種代理變數，做為隨機折現因子的函數設定內的解釋變數，來設法逼近真正
的隨機折現因子。逼近的關鍵就在於，隨機折現因子的函數設定及其代理變數是否能符
合定價方程式中的內涵，亦即上述的  u   ct 1  u   ct  ，我們稱之為實質消費的邊際效
用成長率。是故本文使用的隨機折現因子的函數及其代理變數將有以下四種：第一種是
使用Lettau and Ludvigson (2001)利用共積(cointegation)方法所發展出來的 cay t 值，它能
補足總體經濟下的消費、財富和所得的共同趨勢，是現代財務學者非常熱衷的一項系統
風險變數。第二種是把市場投資組合報酬率(以下簡稱MKT)做為代理變數，並且將隨機
折現因子的函數設定為線性。第三種是除了MKT之外，另加入SMB做為額外的代理變
數，並且將隨機折現因子的函數設定為線性；本文所使用的SMB變數定義與Fama and
French (1993)相同，也就是先以每年6月的公司規模為基準，將所有股票分為小規模(S)
和大規模(B)投資組合，再以每年年底權益市值比的高低，將所有股票分成最低30%(L)、
中間40%(M) 和最高30%(H)，共可得到6個投資組合(S/L、S/M、S/H、B/L、B/M、B/H)，
將S/L、S/M、S/H 相加取平均後後, 減去B/L、B/M、B/H 的相加取平均，得到公司規
模相關因子，稱之為SMB。第四種是除了MKT和SMB之外，另加入HML做為額外的代
理變數，並且將隨機折現因子的函數設定為線性；本文所使用的HML變數定義與Fama
and French (1993)相同，也就是將S/H 和B/H 相加後取平均，再減去S/L、B/L 的相加後
取平均，得到帳面權益對市值比（或稱為淨值與市價比）相關因子，定義為HML。
TAO

根據以上的陳述，我們可以將本文的四種隨機折現因子之設定，寫成下列的隨機折
現因子方程式：5

5

mt 1  1  a1 cay t

(5)

mt 1  1  a1MKTt 1

(6)

mt 1  1  a1MKTt 1  a2 SMBt 1

(7)

我們將常數項標準化為 1，以減少參數的估計數目，並方便各模型的折現因子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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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1  1  a1MKTt 1  a2 SMBt 1  a3 HMLt 1

(8)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探討的是資本市場上代表性投資者如何去配置他的投資組合，所以
為了分析方便，我們可以用向量 rt 1 來包含他所有資產的超額報酬，如此一來，市場上
e

代表性投資者的定價方程式可以簡潔寫成

E rte1mt 1 | I t   0

(9)

其中 1 為 n  1 維度且以 1 為值的向量。6最後我們可以利用重覆預期定理(law of iterated
expectation)，將投資者的定價方程式改寫成





E E rte1mt 1 | I t   E rte1mt 1   0 。

(10)

上式即本文從投資人投資最適投資行為的角度來分析金融市場，所設定的資產定價方程
式。

參、統計推論方法──HJ 距離
我們使用 HJ 距離來做為統計推論的方法，首先，我們必須要認知到，資產定價模
型真正的隨機折現因子往往是未知的，並且當金融市場是不完全市場(incomplete market)
時，隨機折現因子在資產定價模型中的決定將不是唯一，是故我們可以將資產定價模型
TAO

中，所有可能的真實的隨機折現因子 m 收集在一起成為集合 M。由於資產定價模型的
推導，最後的 Euler equation 都可以用(9)式或(10)式來表示，資產定價模型的關鍵就在於
隨機折現因子的內容設定，是故我們對於資產定價模型是否設定錯誤，可以將焦點集中
在模型的隨機折現因子距離真正的隨機折現因子有多遠。在以下的說明中，因為 HJ 距
離的計算並不牽涉到投資人的時間決策，且其內容也未涉及時間序列的統計特性，所以
在下面對 HJ 距離的說明中，我們將仿傚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的做法，省略時
間下標，將重點放在它的推導原理上，並且將任一模型所設定的資產定價模型之隨機折

6

本文英文字母或數字若為粗體字，表示其為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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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子標示或我們可稱為真實隨機折現因子的代理變數(the proxy of the true SDF)為 y。
在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一文中，作者指出若資產定價模型為真，則模型的
隨機折現因子 y  M ，若資產定價模型有誤，則 y  M 。由於資產定價模型一定與研
究樣本的真實資產定價的資料產生過程(data generation process)有所差距，所以 y 往往不
在集合 M 中，只是我們想知道的是這個隨機折現因子的代理變數 y 距離任何一個最近的

m  M 有多遠。是故我們可以定義 HJ 距離為

  min y  m

(11)

mM

此處的距離函數  定義成 x 

E  x 2  ，也就是從均方誤開根號(root mean square error)

的角度來求取最小的 HJ 距離。由於 HJ 距離符號的內涵為變數二階動差的開根號，所以
當我們改寫(10)式成為下列拉氏乘數問題時，需將目標函數平方，以及將拉氏乘數乘以
2，以使一階必要條件看起來比較乾淨





 2  min sup E  y  m   2λ T E  r e m   0 。7
mM R n

2

(12)

*

*

令 m 和 λ 為上述問題的解，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從一階必要條件發現

y  m*  λ *T r e ，

(13)

E  r e m*   0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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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1

此處的 λ  E r r

E  yr e  1 。因此，HJ 距離可以推導成





1/ 2

  y  m*  λ *T r e   λ *T E r er e λ  ，


*

再將 λ 代入，可得

7

上標 T 表示向量或矩陣的轉置(transposed)

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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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yr e  E  rr  E  yr e   。


T

1



(16)
e eT

是故，套用一般動差法的術語，此時母體(population)的權數矩陣為 E r r



1

，定價誤

  。此時我們可以看出「HJ 距離」檢定統計量已經改進了

差(price errors)則為 g  E yr

e

Hansen (1982)的缺點──即權數矩陣在求取動差目標函數之數值極小的過程中，會不斷
地更新，以致於各模型最後估計出來的權數矩陣估計值會彼此不同，無法互相比較，進
而無法找到效率市場定義下最配適的資產定價模型。本研究的實證方式則不會有此缺
點，因為我們在求取參數估計值極小化「HJ 距離」的過程中，將權數矩陣固定在



T

E r er e



1

，是故可以從諸模型中找到效率市場定義下最配適的模型。

最後我們在做統計推論時，還須注意一件事，那就是「HJ 距離」檢定統計量會因
為虛無假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極限分配。文獻上告訴我們它有兩種極限分配，第一是由
Hansen, Heaton and Luttmer (1995)發展出來，而後再由 Jagannathan, and Wang (1996)詮釋
得更為清楚，那就是虛無假設是「HJ 距離為零」的檢定統計量，即 H 0 :  0  0 。此時
2

統計量的平方  在如此虛無假設之下，並以樣本數 T 為收斂速度，其極限分配為
2 D

T   zT Az，

(17)

D

其中  為大樣本下分配趨近(asymptotically distributed)之意，向量 z 是維度為投資組合
數n且平均數為零、共變異數為單位矩陣的常態隨機向量，而矩陣 A 則為經過一些
Cholesky分解而得，具有一定數量的非零特性根之矩陣。8(17)式的右方即為一自由度為
TAO

N  K 的卡方分配，K為所估計的參數數目。本文的實證結果將根據此極限分配下的P
值，做出統計推論。
第二種極限分配也是由 Hansen, Heaton and Luttmer (1995)所發展出來的，不過將它
發揚光大的則是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它的虛無假設是「HJ 距離為特定數值」
的檢定統計量，即 H 0 :    0 。此時統計量  在如此虛無假設之下，並以樣本數開根號
的 T 為收斂速度，其極限分配為

8

矩陣 A 的推導較為複雜，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Jagannathan, and Wang (1996)文中的定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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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變數 qt 部分和(partial sum)，即

(18)

T

q
t 1

t

，的大樣本變異數(asymptotic variance)

估計值，而變數 qt 的定義則為 y 、 λ 估計值 λ 、  0 和 r 的某一特殊型式的線性函數，
即



e

T

qt  yt2  yt  λ rte

  2λ 1
2

T

N

  02，

(19)

其中 1N 是以1為元素、維度為 N 的向量。9本文的實證結果將根據極限分配(18)式下的標
2


準差值，亦即
，做出統計推論。
4 02

肆、實證分析
我們所要估計的各種因子模型為，(5)、(6)、(7)和(8)式分別代入(10)式之後的模型，
我們將其稱之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

一、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的資料為 French 公布在網頁上，30 種產業投資組合的美國股價資料，10內
TAO

容有平均加權報酬(equal- weighted returns)和價值加權報酬(value-weighted returns)，所用
的產業分類為美國管理局制定的 SIC 規範(codes)。這 30 種產業的美國股價資料均來自
於美國芝加哥大學證券價格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 CRSP)的資
料庫系統，亦即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美國證券交
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 AMEX）及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 Stock Exchange,

9

為了展現部分和，(19)式的部分我們加入時間下標。由於此線性函數的推導頗為複雜，有
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Hansen, Heaton and Luttmer (1995)和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二文。
10
http://mba.tuck.dartmouth.edu/pages/faculty/ken.french/Data_Library/changes_ind.html。

以「HJ 距離」衡量各種線性因子模型的模型誤設 123

Nasdaq）之牌告上市股票。至於無風險報酬率，我們用的是 3 個月期的美國國庫券季報
酬率。至於第(5)式的 cay t 時間序列估計值，則是來自於 Lettau 和 Ludvigson 利用共積方
法估計出來的結果。本文使用的樣本資料頻率為季資料，樣本期間為 1952 年第 2 季至
2002 年第 3 季。11

二、實證結果
根據資產定價方程式──第(10)式──的精神，本文一方面需要各模型都能符合超額
報酬與隨機折現因子達成正交，一方面需要各模型的權數矩陣相同以比較各模型的誤設
程度。如此一來，樣本期間各模型的估計和檢定結果放在表 1。由表 1 可看出，當我們
使用(17)式的檢定統計量，並且在虛無假設是「HJ 距離為零」之下，各模型的檢定統計
量都出現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亦即每一個模型都出現模型誤設的情況。至於那一個模
型的誤設程度較小，亦即那一個模型較優，我們就必須看 HJ 距離估計值了。表 1 顯示，
模型四的三因子模型 HJ 距離最小，表現最好，其次依序是模型三、模型二和模型一。
而這些模型的參數的估計值中，模型四的 a2 和 a3 ，以及模型三的 a2 均為不顯著，
剩下的 a1 在各模型的估計值均為顯著，這個結果告訴我們，雖然有些因子的參數不顯
著，但增加因子進入模型設定中對整個模型的解釋力還是有幫助的。此外， a1 的估計值
為正，而 a2 和 a3 的估計值為負，這告訴我們消費、財富和所得的共同趨勢增加，會降
低代表性投資者的折現因子，顯示出美國投資人在消費、財富所得的增加時，會增加當
期的消費，而減少當期在股市的投資；而市場投資組合報酬率的增加，也會有如此的效
果，並且是投資者定價資產的重要因子。至於公司規模、淨值與市價比的兩個因子，在
TAO

投資者定價的決策中，對隨機折現因子的影響為正，但並不顯著。

11

本文樣本期間的選擇是為了配合 cay t 和無風險利率資料的取得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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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模型的估計和檢定結果

a1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一因子)

(一因子)

(二因子)

(三因子)

-23.47*

-2.54***

-3.23***

-2.85**

(-1.93)

(-2.64)

(-2.91)

(-2.37)

2.35

2.33

(1.40)

(1.36)

a2

1.46

a3

(0.81)
HJ 距離

檢定統計量 T 

2

0.3643

0.3393

0.3231

0.3173

73.59***

68.54***

65.27***

64.09***

[0.00000963]

[0.00004784]

[0.00008267]

[0.0000748]

TAO

註一：小括號( )內為標準差，中括號[ ]內為 p 值
註二：一個星號 * 表示 10% 的顯著水準, 兩個星號** 表示 5%的顯
著水準, 以及三個星號***表示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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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三個由 Fama 和 French 開發的模型而言，因為 Lettau and Ludvigson (2001)的
模型一 HJ 距離較大，我們在進行巢狀式檢定時不予考慮。表 2 是模型三的巢狀式檢定
結果，它顯示出當我們以模型二為虛無模型時，檢定統計值並不顯著，表示模型三雖然
優於模型二，但模型誤設程度的減少情況並不顯著。

表 2. 以模型二為虛無模型，模型三的巢狀式檢定結果



檢定統計量 T    0

檢定統計值

-0.229

標準差

225.26



註：一個星號 * 表示 10% 的顯著水準, 兩個星號** 表示 5%的顯著
水準, 以及三個星號***表示 1%的顯著水準。
表 3 和表 4 則是模型四分別對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巢狀式檢定結果，它們的檢定統計值也
仍然並不顯著，表示模型四雖然優於模型二和模型三，但模型誤設程度的減少情況一樣
不顯著。

表 3. 以模型二為虛無模型，模型四的巢狀式檢定結果
TAO



檢定統計量 T    0

檢定統計值

-0.312

標準差

311.66



註：一個星號 * 表示 10% 的顯著水準, 兩個星號** 表示 5%的顯著
水準, 以及三個星號***表示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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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模型三為虛無模型，模型四的巢狀式檢定結果



檢定統計量 T    0
檢定統計值

-0.082

標準差

343.70



註：一個星號 * 表示 10% 的顯著水準, 兩個星號** 表示 5%的顯著
水準, 以及三個星號***表示 1%的顯著水準。
最後，我們將模型誤設程度最小的模型四，也就是三因子模型，所估計出投資人的
隨機折現因子時間序列畫成圖 1 中的黑色線，並把 30 個投資組合產業中的其中一個產
業例子──食物產業──的超額報酬時間序列畫成圖 1 中的藍色線。由圖 1 可看出，每當
食物產業的超額報酬上升(下降)時，投資人的隨機折現因子會下降(上升)，如此一來，
資產定價方程式(本文的第(10)式)將會成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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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因子模型(模型四)估計出的隨機折現因子和持有食物產業投資組合的超額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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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首先從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的模型角度出發，以找出符合投資人投資行
為的金融資產最適定價方程式，並從此定價方程式中的隨機折現因子應具有的總體變數
內涵，選定四種線性折現因子方程式做為真實隨機折現因子的代理變數。為了衡量這四
種隨機折現因子代入資產定價方程式後的模型誤設程度，本文使用由 Hansen, Heaton and
Luttmer (1995)和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所發展出來的「HJ 距離」檢定統計量，，
以進行這個統計推論的議題。我們將可以代表資產定價模型真正的隨機折現因子視為未
知，並衡量模型的隨機折現因子和真實的隨機折現因子的「HJ 距離」有多遠。文中將
對四種可以代表投資人最適投資行為的隨機折現因子來衡量模型誤設，並分別比照
Jagannathan and Wang (1996)和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的做法，設計出兩種虛無假
設，一是 HJ 距離為零的虛無假設，檢定各模型是否具有模型誤設；另一是 HJ 距離為對
照組的 HJ 距離估計值，利用巢狀式檢定(nested test)，檢定該模型是否較虛無模型(null
model)為優。我們使用 30 種產業投資組合的美國股價季資料，樣本期間為 1952 年第 2
季至 2002 年第 3 季，實證結果顯示四種線性因子模型均具有模型誤設，模型誤設「程
度最小」者為三因子模型。然而巢狀式檢定結果顯示，三因子模型並不顯著優於二因子
模型，二因子模型也不顯著優於一因子模型。這個結果告訴我們四種線型因子模型都還
有改進的空間，無論是因子改成其它總體變數或隨機折現因子函數改成非線性型式，都
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
隨機折現因子是決定資產定價的關鍵，是故學界又稱其為定價核心。因為投資人對
TAO

於資產價格的預期會隨著總體經濟情況不同而有不同，所以無論是投資人的理性預期還
是自我實現預期(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資產價格通常表現出大幅波動的情況，這反
應到資產定價上，就是真實的資產定價模型往往是未知的，是故選擇一個能夠代表投資
人心目中總體變數的隨機折現因子，是研究效率市場的重要工作。本文研究的重點是從
模型誤設的角度出發，嘗試尋找誤設程度最小的模型。其實，這種尋找模型誤設程度最
小的主題，近來已經成為著名財務學者的研究興趣和方向，但是國內對於這方面議題的
研究仍然付諸缺如，本文僅是拋磚引玉，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能引發國內更多學者跳
進來研究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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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已知代表性投資者最適化問題的控制變數是 wt  s ，但還沒有看到狀態變數，所以我
們定義此投資者在第 t+s 期所有的現金流入為 bt  s ，

bt  s  yt+s  1  rt  s  wt  s 1 。

(2)

亦即現金流出的兩種用途不是消費 ct  s 就是儲蓄 wt  s 。然後，我們可以定義第 t+s 期的
價值函數為

V  bt  s   max u  ct  s    EtV  bt  s 1  。

(3)

由於第 t+s 期實質消費可以寫成 ct  s  bt  s  yt+s  1  rt  s  wt  s 1  wt  s ，我們可以推導
出動態規劃下的一階必要條件為

u   ct  s  1   EtV   bt  s 1 1  rt  s   0 , s  0,1, 2,... 。
以及動態規劃下的包絡條件為

V   bt  s   u  ct  s  , s  0,1, 2,...。

(5)
TAO

將(5)式往後推一期再與(4)式合併，並以 s=0 期為代表，可得如下的尤拉方程式(Euler
equation)

u  ct    Et u  ct 1 1  rt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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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Degree of Misspecification
of Linear Factor Models with HJ Distance
Ren-Guang Lue*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actor, what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rkets
has been the key to financial theory for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semi-strong form efficient
market definition, every investor in financial markets will use all available information he has
to predict stock prices. Therefore in this definition, because investors can not get excess
profits, that is, if we want to find out the real linear factor model that can represent the
financial market, we must use the 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described in Cochrane (2001)
for statistical inferences. However, because in GMM numerical optimizing process, the
weighting matrix will be continuously updated, models can not b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his fact results in no consensus about what model can represent the true one in efficient
marke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us we use the HJ distance statistic developed by Hansen,
TAO

Heaton and Luttmer (1995) and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 to do this research. We take
the true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of asset pricing model as unknown, and measure how far
the distance is between the model's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and the true one. This paper use
four popular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s and compare their misspecification. Using the
approaches of Heaton and Luttmer (1995) and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 respectively,
we design two kinds of null hypotheses. The first null hypothesis is that HJ distance is ze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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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醒吾學學報第四十二期

and we use it to test if there is model misspecification. The second is that HJ distance is that
of compared model, and we use it to test if the nested model is better than the null model. We
use 30 industry-portfolios in the sample period from 1952Q2 to 2002Q3, and find that there is
misspecification in four models all. The minimum misspecification among four models is
three-factor one. However, the results of nested tests show that three-factor model is not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wo-factor model, so is two-factor model than one-factor model.
To sum up, there do exist misspecification in linear factor models, so we can still improve
them.

Keywords: HJ distance, Linear Factor Model, Model Mis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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