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長久以來，殖利率曲線的斜率型態、經濟狀況和股票市場報酬之間的

關係，一直是許多學者感興趣的研究領域，最近美國的實證研究結果即顯

示殖利率曲線的斜率，往往在經濟衰退前會有改變；此外，也有實證結果

顯示股票風險溢酬會在殖利率曲線發生反轉後呈現負值。因為無風險報酬

恆為正數，在這裡很明顯地，預測空頭市場就像是預測何時股票風險溢酬

會為負，然而有意思的是，過去很少有學者利用殖利率曲線的斜率做關於

預測股市空頭發生機率之實證研究。 

 

本章在這裡先彙整與利率、經濟狀況和股票市場報酬之關聯性的各種

研究文獻，以利後續實證結果分析之參考。 

 

第一節、利率與經濟環境關聯性之相關文獻 

 

Harvey（1989,1993）指出雖然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皆含有預測 GNP

成長率的相關資訊，但因為股票價格變動除了受預期經濟成長的變化影響

外，還受投資人對股票現金流量風險看法的影響。由於投資人對現金流量

風險看法的改變會擾亂股票市場對 GNP 成長率所帶來的資訊內涵，因此

債券市場的資訊（尤其殖利率曲線結構的改變）在預測經濟成長率方面是

較具資訊內涵的。在 1953~1989 年的樣本中，Harvey（1989）利用長短期

利率差和經濟成長率作迴歸模型，發現利率差可以解釋 30%以上經濟成長

率的變動；此外，在樣本點外模擬當中，他指出利率差是所有預測變數中

絕對誤差最小的。文章最後，Harvey運用他的模型，預測在 1989 年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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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利率期限結構改變對於 GNP 成長率的可能影響，他認為

1989Q3~1990Q3 的經濟成長率是下滑的，但仍然為正，這個預測在 1993

年他所寫的另一篇文章中得到驗證。 

 

Estrella and Hardouvelis（1991）利用 1955~1988 年每一季 GNP資料，

求算不同長度期間 GNP的比例變動，和 t-n（提前 n季）的長短期利率差

跑迴歸，所得到的結果和 Harvey 類似，長短期利率差對於 GNP的成長性

具有預測力，且可達到提前四季的預測效果； Estrella and Hardouvelis也

討論了 GNP成長率和殖利率曲線斜率變動的非線性關係，他們使用 t-4季

的利率差和 probit模型，預測歷史中 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公佈的經濟衰退，發現利率差顯著優於運用前幾期的 GNP成長

率、通貨膨脹率等指標。 

 

Estrella and Mishkin（1996,1998）運用 Probit模型預測美國的經濟衰

退，在他們所使用的多個預測變數中，十年期公債和三個月期國庫券之利

差為最有效的預測變數；他們展示不同利差下所對應的景氣衰退機率，並

且在樣本點外模擬的實證當中指出他們的模型可以提前四季預測經濟衰

退的到來。 

 

相同地，Bernard and Gerlach（1998）運用 Estrella and Mishkin的作法，

實證美國以外的其他八個國家長短期利率差和不景氣的關係。在研究的八

個國家當中，長短期利率差皆能有效提供預測經濟衰退的資訊，然而各個

國家的利差預測能力不同，以在德國所作的結果最為顯著；此外，因為考

量各國之間的利率和景氣可能會有相關性，Bernard and Gerlach將美國的

長短期利率差一起加入考慮，欲研究美國的利率差是否對於國外的經濟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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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具有預測能力，但他們的實證結果發現，除了在英國以外，美國長短期

利率差對於其他國家經濟衰退的預測能力不顯著。 

 

在國內相關文獻方面，蔡培倫（1996）應用台灣公債殖利率與商業本

票間的利率差距預測實質GNP成長率，以瞭解利率差距是否含有未來景氣

循環的資訊。研究的結果不但與國外的實證相符合，證實已開發工業國家

之利差、景氣變動關係亦存在於我國，並且還成功地利用前兩期的成長

率，建立一配適度高達0.96的預測模型。 

 

張淑媛（2002）研究以長短期利差、當期GDP成長率、短期實質利率

等作為自變數，利用線性迴歸以最小平方法配適迴歸模式探討其與未來經

濟成長之關係。在台灣的實證資料中，使用長短期利差與短期實質利率為

自變數之模式對未來一季至半年之GDP年成長率有較顯著的關係；然而根

據日本的實證資料，該國的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發展雖成熟，但在長短期

利差與經濟成長率的迴歸模式中，無法找到良好的迴歸結果。 

 

第二節、利率與資產價格、股票市場關連性之相關文獻 

 

Chen, Roll and Ross（1986）試圖找出影響整體資產價格的經濟因子。

在這篇研究之前，現代財務理論著重在研究普遍、或者稱之為系統性的風

險，投資人被教導要盡力將投資組合分散，因為可分散的風險是不能獲得

額外報酬的，然而過去學者對究竟什麼因素會影響整體資產價格卻沒有多

加著墨；在 Chen, Roll and Ross對數個美國經濟數據所作的迴歸模型中，

他們發現產業月生產力、殖利率曲線斜率變動和債券風險貼水的改變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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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報酬有顯著的影響，雖然說他們不能保證涵蓋了所有的經濟數據，但就

他們實證的多個數據中，這幾個經濟變數是要比其他變數來得有影響力。 

 

有多位學者發現資產風險溢酬和殖利率曲線的斜率具有正向關係。

Campbell（1987）用短期利率曲線差預測股票和債券每個月的超額報酬，

研究期間為 1959~1983 年，實證結果發現兩個月、六個月國庫券利率分別

與一個月國庫券利率的差對股票和債券的超額報酬具有預測能力。若運用

較長期的利率差，Fama and French（1989）、Chen（1991）利用二次大戰

後的資料也有相似的發現。 

 

Boudoukh, Richardson, and Smith（1993）和 Ostediek（1998）的實證

研究結果顯示股票預期報酬在某些國家小於無風險利率，Boudoukh, 

Richardson, and Smith分析的是美國市場資料，而 Ostediek的分析對象為

全球股票市場；這些學者都指出在殖利率曲線反轉後，股票風險溢酬往往

會變成負值。 

 

McCown（1999）除了研究殖利率曲線反轉和股票風險溢酬外，也一

併考量中長期固定收益證券的風險溢酬。在McCown 1954~1991 年的實證

資料中顯示，股票、長期政府公債、公司債的風險溢酬的確在殖利率曲線

反轉後呈現負值，然而中期的政府公債則沒有這個現象。McCown並指出

負的風險溢酬之絕對值會隨著資產的風險性增加而增加，因此在利率曲線

發生反轉時，投資人可以持有中期政府公債。 

 

Boudoukh, Richardson, and Whitelaw（1997）利用無母數的方法，研究

1802~1990 約兩百年間的美國金融市場資料，結果顯示當殖利率曲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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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斜率時，預期股票風險溢酬會為負，且當斜率很小或為負時，風險溢酬

對長短期利率差的變動較敏感。他們並指出股票風險溢酬的大小和風險溢

酬的波動度沒有關連，這和 CAPM（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理論風

險與報酬要呈同向關係的結果不同。 

 

Resnick and Shoesmith（2002）運用 Estrella and Mishkin的 probit模型

預測股票空頭市場的發生。Resnick and Shoesmith發現由十年期政府公債

和三個月國庫券所組成的長短期利率差，對於一個月後股市空頭的機率具

有重要的訊息；在樣本點外的模擬當中，一個投資者若是依照他們預測模

型的擇時指示，在顯示即將空頭時將資金從股票移到國庫券、顯示即將多

頭時則從國庫券轉投資股市，則在 1970~1999 年間，可得到比進行買入持

有策略每年高 2.29%的報酬率。此外，他們運用 Henriksson-Merton（1981）

的有母數模型，對是否有擇時效果作檢測，發現結果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國內有關利率與股價方面的研究有：林炯堯、陳文燦（1989）利用利

率變動前後股價之平均殘差（Average Residual，AR）以及累積平均殘差

（Cumulative Average Residual，CAR）進行 t檢定，瞭解利率上升和下降

時對加權指數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1. 利率變動對股票市場而言，的確

具有情報效果，利率與股價呈現反向變動關係 2. 利率上升或下跌，股價

都將領先反映，而提前時間不定，然都不超過一個月 3. 各產業股價與利

率變動關係與市場之實證一致，因此可知，國內股票價格主要受到市場因

素所左右，至於產業及公司特性等因素則不受重視。 

 

陳俊宏（1995）探討各個總體經濟因素變動率與股價指數變動率之間

的關係及上述關係在外資獲准直接投資國內股票市場後是否發生變化。研

 - 9 - 



究針對 1982 ~1995 年間的月資料進行多元迴歸分析，其中以 1991 年 3月

核准第一筆外資直接投資國內股票市場為外資進入與否的分界點，並考慮

時間落差的因素。研究結果發現：1. 貨幣供給額月變動率與股價指數月變

動率之間在外資進入前後均存在正向的關係 2. 利率月變動率與股價指數

月變動率之間在外資進入前無顯著關係，但在外資進入後則轉變為反向的

關係 3. 匯率月變動率與股價指數月變動率之間在外資進入前存在反向關

係，而在外資進入後則轉變為無顯著關係。 

 

張哲郡（2000）定期存款利率差、利率風險價差以及利率期間價差作

為主要變數，利用迴歸分析找出利率與股票超額報酬間的關係，以建構預

測模式，再以此預測模式為基礎，提出股市擇時交易策略，作為投資人進

出股市的參考。實證結果得到以下結論：1.預測模式能正確預測超額報酬

正負方向之準確率約為 70％ 2. 擇時策略在台灣股市的績效表現，與買進

持有策略或是天真策略相比，皆可獲得較高報酬和降低風險 3. 擇時交易

策略在股價走勢呈多空震盪格局時較多頭格局時更能發揮其功用，亦即在

多空震盪時期採用擇時交易策略，其績效更能顯著高於買進持有策略。 

 

蕭碧珍（2003）應用 Resnick and Shoesmith (2002) 之美國實證研究，

以 1999~2002 年之十年期政府公債殖利率與 31-90天期融資性商業本票殖

利率之利差月資料，建立長短期殖利差與台股指數%月均值漲跌之 Logit

模型關係式。實證結果顯示，長短期殖利率差與三個月後（K=3）之台股

指數%月均值漲跌關係密切；且進一步應用 K=3之 Logit模型關係式，進

行下一年度台股指數%月均值漲跌之估計機率值與實際狀況做一統計比

較，欲瞭解長短期利差是否含有未來台股指數%月均值漲跌訊息。實證結

果顯示，利用長短期利差所估計出之台股指數%月均值漲跌準確性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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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各國金融市場相關性之文獻 

 

有很多原因使世界各國的股票市場報酬互相影響。Lin, Engle and Ito

（1994）在研究中即指出美國和日本這兩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股票市場

是具有連動性的，Lin, Engle and Ito寫道：各國經濟體間因為貿易和投資

而彼此相關，所以影響一國經濟基本面的因素，有可能會對另一國家造成

影響。 

 

Fischer and Palasvirta（1990）對 23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所作的研究中發

現，各國股市報酬相關性在 1986~1988 年間顯著的增加，且美國股市具有

領先其他國家股市的現象。 

 

Wu and Su（1998）運用向量自我迴歸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ve）

檢驗四個股票市場報酬間的關連性，實證結果顯示：1. 各國股票市場報酬

間的相關性會隨時間改變而改變，尤其在 1987 年 10月的崩盤後，全球主

要股市報酬間的相關性增加 2. 大國過去股票市場的報酬和小國股票市場

的報酬是具關連性的 3. 1987 年後全球股票市場相關性增加，且美國股市

對其他國家股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 4. 排除美國的影響力，日本股市對

於其他國家股市的影響力也不小，且新興市場國家股市在近幾年的影響力

有上升的趨勢。 

 

其他類似的研究還有Masih and Masih（2001）發現美國和英國不論在

長期和短期間，對其他國家的股票市場皆具有領先性；Ramchand and 

Susmel（1998）的研究則顯示，在美國股市波動很大時，國外市場會變得

和美國市場較有關連性；Longin and Solnik（2001）則是指出全球股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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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在空頭時候的相關性會比多頭時要來得高。根據 Resnick and Shoesmith 

(2002)的研究結果，美國的長短期利差可以用來預測美國空頭市場的發

生，從這些文獻整理我們可推測，美國的利差對於預測國外的股市空頭可

能會有助益。 

 

此外，在各國利率變動的關連聯性方面：Neely（2001）的研究顯示

各國中央銀行常會在差不多的時間內，同向改變利率，他推測各國的央行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舉動，是因為現在各國因為貿易和投資活動而彼此經濟

關係變密切，一個總經衝擊往往會對所有國家造成影響，各國為了維持彼

此間匯率的穩定，因此利率會做同向、同時的變動。Neely 並發現，大國

（如美國）的利率改變往往會對和他有交易來往的小國造成影響，這再一

次隱含了美國的長短期利率差可以作為預測國外股票市場空頭發生指標

的可能性。 

 

Asprem（1989）和McCown（2001）的研究結果就有提出相關的實證。

Asprem 發現美國的殖利率曲線斜率和十個歐洲國家股市報酬中的七個具

有正相關。McCown則是發現德國、日本和美國等大國的股市風險溢酬在

他們各自國內政府公債的殖利率曲線反轉時會呈現負值，且他發現五個小

經濟體中的四個股市風險溢酬，在德國或是美國的殖利率曲線反轉時會呈

現負值。 

 

在國內相關文獻方面，林青青（1998）以 1998~1999 年 2月的樣本資

料和 OLS 模型與 GARCH 模型，配合虛擬變數的設定，分析台灣股市對

於不同國外股市漲跌消息的反應，以及比較台灣股市投資人是否與與其他

東南亞國家股市投資人具有相同的行為。實證結果發現 1. 台灣股市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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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收日本股市上漲的消息 2. 在 1998 年之後，台灣股市則傾向於接收美

國及香港股市的負面消息。其原因可能受到 1998 年後段期間臺灣本土的

金融危機的影響，降低了台灣股市與國外股市的關連性，並且使得臺灣投

資人對於股市投資較無信心，因此當國外股市下跌時，更將使台灣股市隨

之下跌。3. 在東南亞各國中，只有泰國股市對美國股市的反應情況與台灣

股市對美國股市的反應情況相似，在 1998 年前期傾向於接收美國股市的

正面消息，1998 年後期則傾向於接收美國股市的負面消息。 

 

江昭政（1998）以九個亞洲國家的股票市場為研究對象，利用雙變異

之一般化自我迴歸條件異質變異模型(Bivariate GARCH)，來探討各國股市

間相關性變化的趨勢及特性。實證結果發現在金融風暴發生前後，亞洲各

國股市的相關性，其變化的方向及程度並不一致，顯示金融風暴對於亞洲

各國的影響並不一致，但是各國股市報酬的波動性皆有增加；國際波動性

方面，亞洲國家並不會因為國際性的波動而提高或降低其相關程度；國際

衝擊的不對稱現象則會對亞洲股市間的相關性產生不一致的影響，負向的

衝擊，不論其規模大小，皆會增加股市間的相關程度，而正向的衝擊，必

須其規模大於一定的程度，才會使得亞洲股市間的關聯程度提高。 

 

柯志昌（2000）以台灣、美國、日本和香港為研究對象，採用 EC-ARCH

模型來對國際各國的股價指數報酬、波動外溢效果與連動關係。實證研究

1. 美國股市是台灣、香港、日本股市相關性最高的國家，又美國與日本的

相關係數為負 2. 台灣股市的投資人，不僅要注意台灣股市本身的發展，

也必須關心香港、日本、美國等股市的變動；但是，港、日、美等國的投

資人卻不須要重視台灣股市的發展。而且台、港、日的投資人都須要密切

關心美國股市的動態，這再次顯示了美國股市的領導地位，而台灣股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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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扮演追隨者的角色 3. 市場規模越大的股市，越容易影響市場規模小的

國際化股市；市場規模越小的國際化股市越是依賴大規模的市場。 

 

蕭為瀚（2002）研究美國與台灣主要股價指數連動關係，發現美國道

瓊工業指數、史坦普 S&P500指數、那斯達克綜合類股指數、那斯達克 100

指數、那斯達克電腦股指數及費城半導體指數的報酬率都只有單一方向影

響台灣加權股價指數及台灣電子股分類指數，而且有短期明顯領先關係。

台灣加權股價指數及台灣電子股指數受到美國主要指數的衝擊反應具有

規則性，且均在第一期達到最大，影響三期後迅速收斂。 

 

  顏秀蓉（2002）研究臺灣與歐美國際股市互之動現象，採用非巢狀多

重決策樹之因果關係檢定法，以台灣股市為主軸，探討台灣與歐美國際股

市共 11國股價指數的因果關係得知，除新加坡與台灣股市互為回饋關係，

美國的道瓊、那斯達克及 S&P500、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香港、新

加坡、大陸深圳 A股則皆為台灣的領先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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