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建立雙元危機時間 

本文先利用EMP與 指標定義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的發生時間，接

下來再考慮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發生的先後順序與相隔不同時間下所得

出多種雙元危機時間。 

BSF

以下將以表 4-1至表 4-3列示危機的發生時間。表 4-1為本研究以EMP

與 指數分別定義出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的發生時間，表 4-2為假設通

貨危機先發生，銀行危機後發生下所定義之雙元危機時間，表 4-3為假設

銀行危機先發生，通貨危機後發生下所定義之雙元危機時間。在表 4-2與

表 4-3中本文考慮多種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的相隔時間，並設定兩種危機

發生的間隔時間為 6個月、12個月、18個月、24個月、30個月、36個月

及 48個月等七種情況。 

BSF

表 4-2中，假設通貨危機先發生，銀行危機後發生，此時本文以銀行

危機的發生時間定義雙元危機的發生時間，接下來考慮通貨危機與銀行危

機相隔時間的七種不同情況。表 4-2中陰影部分表示不同的相隔時間下所

定義的雙元危機發生時間是相同的。得出以下發現： 

(1)智利在此定義下並沒有雙元危機發生。 

(2)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相隔 18個月、24個月、30個月、36個月及 48個

月，所得出的雙元危機時間大致是相同的。換句話說，在通貨危機發生

後的 18個月、24個月、30個月、36個月及 48個月內又發生銀行危機

的雙元危機時間幾乎是重疊的。 

例如：阿根廷在 1989年 4月發生通貨危機，並且接下來 1989年 8月

至 1991 年 2月發生銀行危機。若考慮通貨危機發生後的 18個月、2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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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個月、36個月及 48個月內又發生銀行危機，則雙元危機的發生時

間為 1989年 8月至 1991 年 2月。 

表 4-3中，假設銀行危機先發生，通貨危機後發生。我們以通貨危機

的發生時間定義雙元危機的發生時間，並且考慮了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相

隔時間的七種不同情況。表 4-3中陰影部分表示雙元危機發生的時間是相

同的。有以下發現： 

（a）印尼、墨西哥、葡萄牙及新加坡，在此定義下並沒有雙元危機發生。 

（a） 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相隔6個月、12個月、18個月、24個月、30

個月、36個月或 48個月，都得出相同的雙元危機時間。換句話說，

在假設銀行危機先發生，通貨危機後發生的情況時，不論相隔的時

間間距為何，雙元危機的發生時間是相同的。 

例如：西班牙在 1991年 11月至 1992年 9月間發生銀行危機，並且

在 1992年 9月至 1992年 11月發生通貨危機，則根據本文定義，雙元危

機的發生時間為 1992年 9月至 1992年 11月。且銀行危機後的 6個月、

12個月、18個月、24個月、30個月、36個月及 48個月間都含括了 1992

年 9月至 1992年 11月發生的通貨危機。 

    本研究在接下來的個別指標績效分析與迴歸式之實證分析中，所採用

的雙元危機期間，分以下兩種狀況討論： 

（1） 假設通貨危機先發生，銀行危機後發生下所定義的雙元危機時間。

由表 4-2中可看出，在此定義下通貨與銀行危機相隔 18個月、24

個月、30個月、36個月及 48個月所得出的雙元危機時間大致是相

同的。所以我們任意選取通貨危機發生 24個月後又發生銀行危機的

情況，定義雙元危機時間。 

（2） 假設銀行危機先發生，通貨危機後發生下所定義的雙元危機時間。

由表 4-3中可看出，在此定義下不論通貨與銀行危機相隔的時間為

何，都得出大致相同的時間，所以我們沿用 Kaminsky（1999）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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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採用銀行危機發生後 48個月內又發生通貨危機的情況，定義雙

元危機時間。 

  

第二節   個別指標的績效 

本研究是根據 KLR(1998)的訊號方法，利用最小 noise-to-signal ratio來

檢測指標個別的績效，並以此篩選出若干指標，以建構預測雙元危機的良

好指標。本文先利用 rolling Hodrick-Prescott filter計算每個指標變數的趨勢

值（trend），而根據 Borio and Lowe（2002）的定義實際值與趨勢值之間的

差稱為 gap。尋找門檻值的依據為 gap與 trend之比值。 

門檻值的決定方式是針對不同的指標變數，在不同國家間都採取相同

的百分位數來決定門檻值且當指標變數超過某一門檻值時，代表發出危機

訊號。一個良好的指標變數應該能在危機發生前的某一段預警期間內發出

訊號。 

我們將預警期間分為 12個月、24個月及 36個月，檢視在不同預警期

間下 noise-to-signal ratio的變化，以得出一適當的預警期間。如表 4-4與表

4-5所列示。表 4-4為通貨危機比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表 4-5為銀

行危機比通貨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本研究將所有樣本國家分為非工業

化國家、工業化國家及所有樣國家三類。研究結果發現當預警期間越長

時，noise-to-signal ratio大都呈現緩慢增加的趨勢，但是預警期間分為 12

個月、24個月或 36個月下 noise-to-signal ratio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本

研究仍依循 KR(1996,1999)的文獻，以危機發生前的 24個月為預警期間，

並以此作為篩選指標變數的方法。 

    本節將針對 15個總體經濟指標變數，利用窗格搜尋法(grid search)尋

找使 noise-to-signal ratio最小，建立不同樣本國家群組與不同雙元危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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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下的個別指標績效，並以此挑選出若干指標，以建構預測雙元危機的良

好指標。 

    以下將以表 4-6至表 4-11來解釋危機指標變數。表 4-6、表 4-9為兩

種雙元危機假設下非工業化國家在訊號方法下的個別指標績效；表 4-7、

表 4-10為工業化國家在訊號方法下的個別指標績效；表 4-8、表 4-11為所

有樣本國家在訊號方法下的個別指標績效。各欄位所表示的意思如下： 

(1) 最適門檻值的百分位數：以各別指標變數之第 70到第 95百分位數，

使用窗格搜尋法(grid search)尋找使 noise-to-signal ratio最小所得出。 

(2) A：為危機發生前的 24個月預警期間內有訊號發生。 

(3) B：沒有危機發生，但前 24個月預警期間內有訊號發生。 

(4) C：為危機發生但在預警期間意即前 24個月內沒有訊號發生。 

(5) D：沒有危機發生，且預警期間 24個月內沒有訊號發生。 

(6) noise-to-signal ratio：此比率為不良訊號的比率(B/(B+D))與良好訊號比

率(A/(A+C))之比值。用來衡量指標變數發出正確訊號及避免錯誤訊號

之結合指標。該比值越低則表示指標的預測效果越佳。依據

KLR(1998)，當指標變數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時，表示該指標沒有

預測危機的能力。反之，當指標變數的 noise-to-signal ratio＜1時，表

示該指標有預測危機的能力，且當指標變數發出訊號後，在預警期間

內會有危機發生。 

≥

(7) ：表示為 A/(A+B) ，用來衡量當指標變數發出訊號後，

危機發生的機率，當 越大時，代表該指標具有良好的預

測效果。 

( signalcrisisP / )

)( signalcrisisP /

由上述說明，將可以透過 noise-to-signal ratio與 ( )signalcrisisP / 來解釋個

別指標變數對危機的預測能力。當 noise-to-signal ratio＜1且數值越小時，

與 越大時表示指標變數預測危機的能力較佳。 ( signalcrisisP / )

以下本研究將 noise-to-signal ratio＜1指標變數加入候選預測危機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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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排除 noise-to-signal ratio 1的指標變數。由表 4-6至表 4-11得到以

下結論： 

≥

(一) 表 4-6至表 4-8為通貨危機比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的指標變數

個別績效： 

A、 非工業化國家： 

由表 4-6所示，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以 noise-to-signal ratio

來衡量高低順序時，依序為：M2/外匯準備、國內實質利率、股價指數、

超額M1餘額、產出、財政赤字/GDP、M2乘數；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績

效依序為：實質匯率、國內外實質利率差、外匯準備、出口；金融機構部

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國內信用/GDP、銀行存款。 

其中，進口與放款及存款利率比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所以將這兩

項變數從候選預測指標變數中排除。 

≥

B、 工業化國家： 

由表 4-7所示，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財政赤字/GDP、

國內實質利率、M2/外匯準備、M2乘數、超額M1餘額、股價指數、產出；

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外匯準備、實質匯率、國內外實質利率

差；金融機構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放款/存款利率比、國內信用

/GDP。 

其中，出口、進口與銀行存款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所以將這三項

指標變數從候選預測指標變數中排除。 

≥

C、 所有樣本國家： 

由表 4-8所示，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國內實質利率、

股價指數、M2/外匯準備、財政赤字/GDP、產出、M2乘數、超額M1餘額；

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實質匯率、國內外實質利率差、外匯準

備、進口；金融機構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國內信用/GDP、銀行存

款、放款/存款利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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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進口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所以將這項變數從候選預測指標

變數中排除。 

≥

從以上的結果發現：非工業化國家與所有樣本國家的結果比較相近。將結果

依照國家群組分成兩組，一為非工業化國家與所有樣本國家另一為工業化國家。

我們整理成下表以比較在不同群組下績效相對較佳的指標變數。 

 

表 4-13  通貨危機比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指標變數在不同國家

群組預測績效相對較佳 

 
非工業化國家與 

所有樣本國家 
工業化國家 

總體經濟部門 
M2/外匯準備、 

國內實質利率 

M2乘數、 

財政赤字/GDP 

對外部門 實質匯率 外匯準備 

金融機構部門 銀行存款 放款/存款利率比 

被排除的指標變數 進口 進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進口不論在非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國家或所有樣本國家的分類中，都

被排除在候選預測指標變數中，代表進口沒有預測雙元危機的能力。 

(二) 表 4-9至表 4-11為銀行危機比通貨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的指標變數

績效： 

A、非工業化國家： 

由表 4-9所示，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以 noise-to-signal ratio

來衡量高低順序時，依序為：M2/外匯準備、國內實質利率、超額M1餘

額、股價指數、產出、財政赤字/GDP、M2乘數；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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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依序為：國內外實質利率差、實質匯率、外匯準備、出口；金融機構部

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放款/存款利率比、銀行存款、國內信用/GDP。 

其中，進口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所以將這項變數從候選預測指標

變數中排除。 

≥

B、工業化國家： 

由表 4-10所示，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財政赤字

/GDP、股價指數、M2/外匯準備、M2乘數、超額M1餘額、國內實質利

率、產出；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實質匯率、外匯準備、國內

外實質利率差、出口；金融機構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放款/存款利

率比。 

其中，進口、銀行存款與國內信用/GDP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所

以將這三項變數從候選預測指標變數中排除。 

≥

C、所有樣本國家： 

由表 4-11所示，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M2/外匯準備、

國內實質利率、股價指數、產出、財政赤字/GDP、超額M1餘額、M2乘

數；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實質匯率、國內外實質利率差、外

匯準備、出口；金融機構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依序為：放款/存款利率比、

國內信用/GDP。 

其中，進口與銀行存款的 noise-to-signal ratio 1，所以將這兩項變數從

候選預測指標變數中排除。 

≥

從以上的結果，仍然發現非工業化國家與所有樣本國家的結果比較相

近。所以將結果分為兩組，整理在不同群組下績效相對較佳的指標變數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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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銀行危機比通貨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指標變數在不同國家

群組的預測績效相對較佳 

 非工業化國家與 

所有樣本國家 
工業化國家 

總體經濟部門 
M2/外匯準備、 

國內實質利率 

M2乘數、 

財政赤字/GDP 

對外部門 國內外實質利率差 實質匯率 

金融機構部門 國內信用/GDP 放款/存款利率比 

被排除的指標變數 進口 進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進口這項指標變數不論在非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國家或所有樣本國家

的分類中，都被排除在候選預測指標變數中，代表進口沒有預測雙元危機

的能力。 

如果我們將上述兩種不同雙元危機定義下得出的結果加以比較，可以

發現以下三項結論： 

(1)進口這項指標變數不論在何種分類或定義中，noise-to-signal ratio 1均

不具有預測雙元危機的能力。  

≥

(2)對工業化國家而言，在總體經濟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排序上M2乘數及

財政赤字/GDP都有良好的預警能力，而M2/外匯準備及國內實質利率

對非工業化國家及所有樣本國家的預警效果較佳；對外部門的指標變數

績效上，國內外實質利率差對非工業化國家及所有樣本國家相較於工業

化國家，有較好的預警能力。  

(3)金融機構部門的指標變數績效在兩種不同雙元危機定義下，結果不太相

同。放款/存款利率比在假設通貨危機比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定

 43



義下，對非工業化國家及所有樣本國家顯得較不重要。但在假設銀行危

機比通貨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定義下，對非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國家

及所有樣本國家都有良好的預警能力。  

由以上的結果得出，非工業化國家及所有樣本國家下得出的結果較為

一致，所以不同國家群組的樣本分類下，在預測危機的指標變數上有其不

同的屬性與特色。本研究將國家群組分三類探討，可以獲得更多資訊且結

果較不產生偏差。而對於雙元危機不同定義下得出的預警結果，大致上是

呈現相同的結論。 

在表 4-12中，將本研究得出的 noise-to-signal ratio與 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Edison(2000)、李佳穎（2002）及林郁翎（2002）等研究

作一比較，得出以下結論： 

（1）進口、銀行存款及放款/存款利率比這三項指標變數在大部分的研究

中都呈現 noise-to-signal ratio 1。表示不論是在預測通貨危機、銀行

危機或雙元危機，這些指標變數均較不具預測力；實質匯率除林郁翎

（2002）中的銀行危機預測外，在各研究結果中都是 noise-to-signal 

ratio最小，較具預測力的指標變數。 

≥

（2）在 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中，實質匯率、股價指數及產出是較

具預測力的指標變數，而放款/存款利率比與銀行存款是比較不具預測

力的指標變數；本研究中，實質匯率、國內實質利率及國內外實質利

率差是較具預測力的指標變數，而銀行存款與國內信用/GDP是比較

不具預測力的指標變數，和 Kaminsky呈現類似的結論。 

（3）本研究與其他文獻最大的不同點在放款/存款利率比。另外國內實質

利率、國內外實質利率差在吾人的結果中都是較具預測力的指標變

數，但在其它研究中的 noise-to-signal ratio都呈現偏高的數值。 

對於以上造成的差異，本文歸結的原因是：本研究在指標變數的計算

方式與以往文獻是不相同的。本研究採取指標變數實際值及趨勢值(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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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與趨勢值的比率取代過去以年變化率的計算方式，這是造成差異的主

要原因。另外雖然資料來源都是 IMF的資料庫，但是資料庫的不斷修正及

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國家、研究期間及對預測危機種類及定義方式的不

同，都影響本研究的最後結果。 

 

第三節   固定效果 Logit之迴歸結果 

本節將採用傳統上預測危機的另一種屬質變量分析法-固定效果之

Logit迴歸模型來建立雙元危機的預警系統。我們將建構領先一步

(one-step-ahead)的危機發生模型，也就是使用 t-1期的資料來解釋 t期危機

的發生，將所有指標變數以落後一期的資料作為迴歸式的預測變數，以了

解影響雙元危機發生之主要顯著因素。 

指標變數的選取和上一節採用的經濟變數相同。包括總體經濟部門、

對外部門及金融機構部門三大部門共 15個總體經濟指標變數，並加入虛

擬變數 D。當 D=0，代表非工業化國家；D=1，代表工業化國家。加入虛

擬變數是因為本節想要了解非工業化國家或工業化國家之不同性質的國

家群組是否擁有不相同的屬性而影響雙元危機的發生。 

表 4-15中列出兩種雙元危機假設、通貨危機與銀行危機的迴歸實證結

果。考慮國內實質利率與國內外實質利率差的相關係數達 0.791，所以第

一條迴歸式中放入國內實質利率而沒有國內外實質利率差，第二條迴歸式

則相反。 

將實證結果歸納如下並闡述各指標變數迴歸結果之意義： 

(1)在不同假設下之雙元危機的實證迴歸結果並不大相同。本研究在此兩種

假設下均呈現統計上顯著的指標變數包括：國內實質利率、出口及國內

外實質利率差且表現出合理的正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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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較兩種雙元危機下與銀行危機、通貨危機的迴歸結果，我們發現假設

通貨危機較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與銀行危機的迴歸結果較相

似；假設銀行危機較通貨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與通貨危機的迴歸結果

較相似。這樣的結果和本研究先前的假設有關。因為在通貨危機較銀行

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中，是將銀行危機的發生時間視為雙元危機的發

生時間；而銀行危機較通貨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中，將通貨危機的發

生時間視為雙元危機的發生時間。 

(3)各指標變數之意義： 

a、M2乘數：在通貨危機發生前，在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中會產生外

匯準備大幅減少的情況，則國內貨幣供給緊俏，央行為了使國內貨幣維

持在一定的數量，會採取公開市場操作，由票券金融公司買入短期票

券。再經由票券公司與銀行之間的往來關係，將使銀行體系的貨幣基數

增加。因此當一國央行增加國內貨幣供給下，在考慮準備基數亦呈現增

加趨勢下，M2乘數在危機發生前會增加或減少就不一定，端視何者的

增加幅度較大。在本研究中，M2乘數在危機發生前有減少的現象，表

示銀行體系的準備擴張程度大於貨幣供給的增加量。 

b、產出：在本研究中，此項指標變數出現兩種結果。在假設通貨危機先

發生的雙元危機與銀行危機的實證結果中均出現與危機呈現負相關但

統計上不顯著的情形；而假設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與通貨危機的

實證結果均出現與危機正相關且統計上顯著。這樣的結果可以解釋為：

在銀行危機發生前後，金融機構逐漸呈現不穩定、償債能力不足而使得

一國的經濟活動減緩、產出減少。但另一方面通貨危機比較著重於外匯

市場的變化，與一國的國內經濟活動在危機剛發生前後的相關性並不直

接，所以通貨危機前產出這項指標變數仍顯示顯著的正相關。 

c、國內實質利率：本研究結果是統計上顯著地與雙元危機呈現負相關。顯

示在危機發生前，一國的名目利率會提高，但有可能會伴隨物價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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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產生通貨膨脹之情況。一旦通貨膨脹的上漲幅度大於名目利率提

高的幅度時，將使得國內實質利率呈現下降的趨勢。 

d、財政赤字/GDP：本研究呈現統計上顯著且與雙元危機負相關的情況，

顯示在危機發生前是政府盈餘的狀況。這樣的結果與亞洲金融風暴受創

的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南韓1的數據統計資

料是相同的。但是雖然在危機之前並無財政赤字的情況，也不能推翻金

融風暴與財政負擔的關係。Cores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8)提出危機前

重建成本只是亞洲國家潛在的財政負擔，在危機後這些成本才會反映到

公共預算赤字上。 

e、放款/存款利率比：在假設通貨危機較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與通

貨危機都顯著地呈現負相關。表示雖然危機發生前，貸放款的比例會呈

現偏高的趨勢使得貸款人的資金成本上漲、銀行體系貸款品質下降，但

是當存款利率調高的幅度大過於貸款的利率時，就會產生負相關的情

況。本研究中，放款/存款利率比與雙元危機呈現負相關，代表存款利率

調高的幅度大過於貸款的利率。 

f、虛擬變數 D：在假設通貨危機較銀行危機先發生之雙元危機與銀行危機

中都顯著地呈現正相關。顯示工業化國家較非工業化國家容易發生雙元

危機與銀行危機。 

其餘的指標變數如：超額M1餘額、M2/外匯準備、出口、進口、實

質匯率、銀行存款及國內信用/GDP均與雙元危機呈現統計上顯著且和前

述預期合理的正負相關符號。 

 

 

 

 
1 參考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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