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資料來源

本論文主要分析的市場為台灣、日本、新加坡、南韓、香港、 印度、大陸等亞

洲地區國家和美國、紐西蘭等非亞洲區國家, 資料來源為摩根指數。 一來是是為

了避免開收盤之時間差異, 根據Martens and Ser Huang (2001)中提到非同步性

質的資料存在著相關性偏誤的問題 ,而 Cappiello et al. (2003)利用週資料來避免

這個問題; 二來是各國之指數總類繁多,如美國該採用道瓊、標準普爾或是那斯

達克 ,台灣要選擇台灣50還是台灣加權指數都有其選擇標準,而為了避免以上問

題, 所以除了香港為真實之香港恆生指數之外, 全部皆選用摩根之各國指數, 而

香港使用恆生指數的原因是因為摩根香港指數是從2005年開始收錄,且香港比

美國早開盤, 不需要再做日期校正, 且香港主要代表指數非恆生莫屬, 較無選擇

上問題所以採用香港恆生指數而非摩根香港指數。

資料型態為日資料,日期從1999年12月31日到2008年4月22日,經過比照摩根

指數與恆生的同有開盤日期,共有2062筆,來源為DataStream.

第二節 資料處理

如表1所示,各國之股價資料不論是用ADF或是 PP都無法顯著拒絕其存股

價資料存在單根的現象, 所以應先對股價資料取一階差分以利下面的統計性質

17



第三章 實證結果

分析。 本文對資料作對數差分, 即取自然對數後在一階差分。

接下來繼續對取完一階差分的資料作單根檢定, 結果如表2所示, 所有的資料皆

有顯著證據證明不存在單根。 且其殘差項 ,也都確認不存在自我相關 (符合Dickey

and Wayne A. (1979)中的假設)。

各國資料之基本統計量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大概知道, 股市的日報酬率長期而

言是負的,不過負的不多,不顯著異於0,然而股市的整體趨勢卻是大多向上攀升

的,可以推論:

1. 而就平均變異數而言, 可以觀察到, 組合型的股票, 如摩根世界指數與 G7

指數之平均變異數比單國的變異數較低, 直觀上可以知道, 國際化的風險

分散比單國內的風險分散佳。

2. 而就偏態係數而言, 除了美國是右偏之外其他國家都是左偏, 也就是市場

出現高負報酬的機率較高,這或許隱含著這些市場存在著不對稱現象。

3. 就峰態係數而言,每個國家的峰態皆高於3,所以利用GARCH 模型來分析,

是符合資料型態的。

第三節 ARCH 檢定

在對模型做 ARCH 檢定前, 先對每個市場做個別的 ARMA 模型配適, 根

據 Engle (1982)再對其最小平方估計法的殘差平方做 AR(q) 的自我回歸, 並以

其T R2值判斷該資料是否具ARCH效果,而該如何判斷每個市場屬於ARMA(p,q)

之階數呢? 不外乎是Box-Jenkins所提出檢定步驟, 根據資料的 ACF和 PACF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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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p 、 q 階數, 再從合適幾個模型中根據 AIC 或 SBC 準則挑選, 本文亦採用

Tsay and George C. (1984)所提出的 ESACF來判斷階數,結果如表4∼7 ,處理完

資料的均數方程式後,再利用其殘差作 ARCH檢定,而 ARCH之檢定結果如表8,

由表8可知, 幾乎所有市場都有顯著證據證明具有 ARCH effct , 所以用 GARCH

模型來配適市場的波動性是合適的。

第四節 VAR 模型估計

在全球同步化的今日,各國間的關係愈來愈趨密切,任何一個足以影響到一個國

家經濟的危機, 通常不會只有影響到該國, 如同流行性感冒一樣, 任何一個國家

發生危機,通常都會波及到與其有密切相關的整個經濟體系, 這種現象在金融市

場更是顯而易見,而台灣的股市深受亞洲區以及美國的影響,故平均數假設為一

VAR(p) 模型如下:

Yt =C +
P∑

i=1

Ai Yt−i + εt (3.42)

Y 為一 1× 13的行向量,為各個國家的報酬率,A為一 13× 13的方陣,為各國間

落後項的交互係數。

由於資訊與網路發達,金融市場間的訊息傳遞幾乎是同步的,故在此假設亞洲與

美國的市場為一 VAR(1)Model 1, 係數檢定結果如表9,由表9可以看出台灣的股

票市場,主要受到上一交易日報酬,與美國市場、韓國與印度影響, 韓國與印度的

係數雖然顯著但比起美國與上一交易日報酬的係數明顯較小, 與真實台灣股市

主要受到美國大盤影響符合,而上一交易日報酬的係數為負值,這意味著連續的

1跑過 VAR(2)但是第二期的落後項幾乎都不顯著, 故使用 V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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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報酬或負報酬出現之機率不高,代表股市報酬存在短期的均值反轉現象,而韓

國與印度的係數相較於香港、新加坡或大陸顯著的原因可能是:

1. 近幾年來韓國與台灣在世界上的定位差不多, 就外國投資者看來, 皆屬於

亞洲區的發展中國家。

2. 且在代工生產方面, 台灣與韓國也極度類似, 韓國主要的工業為鋼鐵、 汽

車、半導體、面板,故這些類股幾乎代表著MSCI 韓國指數的走勢,而MSCI

台灣指數的大半權重也是這些重工業與電機類股,故相同產業又在亞洲地

區,報酬率當然極度相關。

3. 印度與台灣的相關係數顯著應是與台灣同是亞洲地區,且同樣深受美股影

響,

4. 因為前幾年印度為亞洲區的金磚四國之一,而四國中以印度跟台灣的投資

環境就密切相關, 同為金磚四國的大陸則是礙於政府局勢不明朗, 屬亞洲

國家中與台灣地域最近但股價走勢卻最無關係的國家。

5. 反觀香港跟新加坡的主要類股為金融、貿易、觀光導向居多,故與報酬率與

台灣之影響較不顯著。

接下來本文要探討的是次貸風暴前後台灣與美國市場間 VAR(1) 模型的關係變

化。 表10是次貸風暴前(2007年以前)的 VAR(1)係數,大概可以看出,次貸前後台

灣受美國股市影響的程度差距 18%, 次貸前台灣受美股報酬影響的係數 ρt ,u為

0.61,而次貸後ρt ,u下降至0.5,並且可以觀察出次貸前後影響各國股市報酬的國

家幾乎一樣, 且都顯著, 影響台灣市場的仍然主要是美國與台灣前一日報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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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美國仍然主要是摩根世界指數與 G7,而摩根世界指數的成分股有:美國、英

國、 法國、日本、 澳洲. . .等23個國家, 而權重比例為美國 48%、歐洲 30%、日本

10%、新興市場 8%、已開發亞洲 4%,由此可知為何美國市場的前一日報酬對美

股報酬的係數不顯著,而世界指數的係數卻顯著的原因,以上為均數方程式之統

計結果,接下來從變異數方程式來探討次貸前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變化。

第五節 DCC 模型估計

如同第二章所述,下面的數式為DCC 模型的設定:

hi j ,t =ρi j ,t

�
hi i ,t h j j ,t (2.23)

hi i ,t =ω+

q∑

j=1

αi ,j a 2
i ,t−j +

p∑

i=1

βi ,i hi ,t−i (2.8)

ρi j ,t =
qi j ,t�

qi i ,t qj j ,t

(2.32)

qi j ,t =(1−α−β )q̄i j +αu i ,t−1u j ,t−1+βqi j ,t−1 (2.33)

f or i , j =Taiwan,USA, . . . ,Newzealand

(3.43)

估計DCC 模型,為兩階段估計,第一階段為估計出各市場的單變量GARCH,表11為

13個國家之個別GARCH 模型,每個市場的GARCH 模型的選擇標準為:從GARCH(1,1)、

GARCH(2,2)、EGARCH(1,1)、EGARCH(2,2)、GJR GARCH(1,1)、GJR GARCH(2,2)、

APARCH(1,1)、APARCH(2,2)此8個模型中,再依分配假設為常態、t分配與G.E.D,

共24種選擇中依照模型的殘差平方Q統計量 (q=5、10、15、20)、ARCH-test(q=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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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卡方配適度檢定 (Adjusted Pearson Chi-square Goodness-of-fit test) 、對數

概似值、 AIC、SBC 值與模型是否有通過不對稱效果檢定,進而決定最適合各國的

單變量 GARCH 模型。

圖1∼13分別為各國的標準化後之殘差圖 (左上)、條件變異數 (右上)、 真實資料

與理論分配比較圖 (左下)和估計範圍 (右下)。 由圖可以大略看出每個模型的配

適大致符合,不會與真實資料差距很大。

由表12為模型配適後的 SBT、NSBT、PSBT與 Joint Test之 p -value 值而為何採用

GJRGARCH而不用 EGARCH 模型的原因是根據上述檢定結果,各市場的GJR 模

型皆比 EGARCH更適合配適此市場。

估計完各個市場的單變量GARCH 模型後,接下來將各國的標準化後的殘差ui帶

入 DCC(1,1) 模型中,求出其共變異數矩陣,並估算其動態相關系數的 α與 β ,若

是 CCC 模型則可不用估計此二係數,表13為 CCC之係數, CCC檢定結果如下:

Test Statistic P-value H0

LMC 269.087 0.00000 CCC

E-S Test( 5) 89.2552 0.00000 CCC

E-S Test(10) 100.377 0.00000 CCC

由上述結果可以推論用 DCC 模型會比單純用 CCC 模型好,所以本文採用

DCC 模型。 係數估計結果如表14, 根據表14可以推估出大部分金融市場已經幾

乎同為一個生命體, 大部分的交互係數都在5%的顯著水準以上, 且發現台灣受

到亞洲地區股市的外溢效果 (係數�i j )比美國大,可推論外溢效果也會受到市場

的地區性所影響,如美國與 G7對台灣股市的交互係數明顯小於亞洲地區,這或

許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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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常造成股市波動外溢的事件大多受到地區影響,如大地震、恐怖事件、海

嘯、瘟疫. . .等,這些多會影響附近國家的金融體制,但不同地域的國家所受

到的影響與鄰近國家相比就相去甚遠了。

2. 近年來市場開始區隔與整合,美洲有NAFTA、 亞洲有 APEC,所以不同區域

間的經貿關係也有股力量將其隔開 ,故因此不同區域間的外溢效果沒有同

區域的大。

雖說發生大事件對不同地域國家的衝擊性是會相對小的, 但係數的顯著也說明

了全球化的今日, 任何國家的災難, 我們想置身事外是幾乎不可能的, 只有影響

程度的大小,不可能不受影響。

接下來檢視次貸風暴發生前的資料係數,如表15所示,雖說次貸風暴發生前後美

國與台灣的交互係數只有些許的差異,但是可以明顯看出次貸發生後,台灣與美

國的股市變異數交互係數有些許的減少,除此之外,還可發現次貸前後台灣與其

他亞洲地區國家的交互係數是明顯的增加, 香港、日本、新加坡、 大陸,次貸風暴

後係數都有明顯增加,由圖14亦可觀察到台灣與美國在次貸後相關係數沒有很

明顯變化,但與亞洲區其他國家的相關係數有上升的趨勢,可詳見圖15∼ 18, ,由

此可印證 Yang (2005)所提出的, 在大事件發生後, 亞洲地區的交互係數有顯著

增加。

附圖14 ∼ 19為台灣其他12國的相關係數變化情形,圖20 ∼ 23為美國與其他國

家的相關係數變化圖, 由圖可見在2007年3月以後台灣與其一些鄰近的亞洲區

國家之相關係數有上升的趨勢,但與其它較遠地域的國家則無明顯上升趨勢 ,如

紐西蘭、加拿大,而反觀美國,次貸後除了與亞洲區的印度、泰國和新加坡相關係

數上升外,其他國亞洲區的國家都較不明顯 ,而與同區域的加拿大則有明顯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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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趨勢。

根據實證資料結果顯示, 台灣在這次的次貸風暴中, 應該屬受傷較輕的族群, 而

亞洲地區嚴然成為次貸風暴的避風港。 但這是依據目前的資料顯示,而美國還有

多少隱藏的次貸風暴未爆發, 沒人可以預測, 若果真如此, 那亞洲地區又能安全

到何時呢?美國的交互係數雖然只有亞洲地區的三分之一,但這是在目前次貸所

影響的大多是抱有投資商品或握有呆帳的公司,所牽連的也大部分是信用危機,

但是接下來會牽連出怎樣的問題, 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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