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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景氣循環 

第一節 景氣循環的定義 

 

一、何謂景氣循環 

 

景氣循環 (business cycle, business fluctuation or economic cycles) 又稱經濟波

動、經濟循環、商業循環、企業循環、景氣變動、景氣週期、商業週期、經濟週期等。

何謂景氣循環？Burns和Mitchell於1946年在他們的著作“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中曾對景氣循環下了如下的定義：「一個循環是指許多經濟活動大約同時發生擴張，隨

後衰退、收縮，然後又開始復甦形成下一次循環擴張階段的情形。這一連續的變動會週

而復始但不定期地發生。其持續期間由一年以上到十年、二十年不等。」  

 

Diebold和Rudebusch (1996) 認為從Burns和Mitchell對景氣循環所下的定義中，可

發現包含了兩個要點：一是包含許多個別經濟變數的同向變動（comovement）現象，

儘管時間先後可能不一致；二是將景氣循環分成不同的階段。 

 

另外根據行政院經建會的解釋，景氣指一國在某一時期經濟活動的頻率，也就是當

時一般經濟活動盛衰的狀況。景氣循環則是指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活絡時期與低

迷時期交互變動的現象，其為經濟社會進入工業化後無可避免的現象。 

 

進一步說：景氣循環是一國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於某些時期內經濟活動頻繁，

形成景氣擴張，經過一段時間，擴張達高峰後，經濟活動緩和下來，甚至負成長，形成

景氣收縮期，最後降至谷底，此後景氣又開始復甦好轉，再進入另一階段的擴張。如此，

擴張與收縮交替出現，變化過程往往具某種程度的週期性。 

 

簡言之，所謂景氣循環是指景氣從谷底復甦、擴張、達到高峰、衰退，然後再復甦，

如此週而復始的過程。 

 

此外，根據Hicks (1950) 的說法，景氣會以長期均衡成長為軸心，當景氣擴張至頂

限時會減少產量，但當景氣衰退至底限後又會開始增加生產，形成周而復始、長期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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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氣循環；其中景氣循環的頂限 (celling) 是當時社會的最大產能，底限 (floor) 則是

最低生產水準。簡言之，景氣循環是「離開均衡成長的變動」。  

 

二、古典循環與成長循環 

 

 綜而言之，景氣循環的概念可分為古典循環  (classical cycles) 與成長循環 

(growth cycles) 兩種 (參見圖2.1) 。所謂的古典循環係指總體經濟活動水準值方向之變

動作為衡量經濟波動的標準，其型態大致上包括擴張  (expansion) 、衰退 

(recession) 、收縮 (contraction) 及復甦 (recovery) 等四個過程，通常擴張期遠長於

收縮期。其衡量方式是以總體經濟活動水準值 (絕對量) 之上升或下降來測定 (Burns  

and Mitchell, 1946) ，較適用於經濟成長不穩定的國家。 

 

圖2.1：古典循環與成長循環 

 

資料來源: 詹方冠，景氣指標理論與應用，2003 

 

但古典循環概念對於經濟呈現持續快速成長的國家卻不適用，例如工業國家、台

灣、韓國等。經濟持續成長的國家表面上似乎已沒有景氣循環的存在，但仔細觀察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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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波動，亦即經濟成長的速度時而超過或低於平均趨勢，產生循環波動，於是發展出

以相對量變化衡量景氣循環的方法，亦即成長循環 (參見圖2.1) 。 

 

成長循環是以總體經濟活動成長率之相對高低作為判定景氣循環的標準 (Hodrick 

and Prescott, 1981) ，也就是以該成長率與其長期趨勢之離差值的變化情形來加以衡

量。成長循環的特色是相對於長期趨勢之高低劃分循環階段：高成長率期 (high rate 

phase；upswing) 和低成長率期 (low rate phase；downswing) ，相對應於古典循環

之擴張期與收縮期；其循環轉折點分別稱為向下轉折點 (growth downturns) 與向上轉

折點 (growth upturns) ，也就是一般所熟悉的高峰 (peak) 與谷底 (trough) 。 

 

成長循環的數目通常多於古典景氣循環，擴張及收縮期的差距也較短；成長循環的

高峰通常較早、谷底則較晚。 

 

三、景氣波動與景氣循環發生的原因 

 

景氣為何會波動？為何會發生景氣循環？依據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  

(1995) 的說法，景氣變動主要是由於自發性支出變動所導致，影響自發性支出 

(autonomous expenditure) 的因素可分為外在與內在﹕ 

1. 外在原因指經濟體系以外的原因，例如戰爭、革命、政治事件、黃金的發現、新資

源的發現、人口的劇增、科學發明、技術創新等； 

2. 內在原因指存在經濟體系的原因，例如投資、儲蓄、政府支出、貨幣供給、企業心

理等。其中投資與儲蓄尤其受到重視，因為國民所得的增加會透過加速原理促使投

資增加，而投資增加又會透過乘數效果引起所得的倍數成長。 

 

而林鐘雄  (1984) 亦認為景氣循環理論可簡單分為外生  (external) 與內生 

(internal) 兩類，外生理論把景氣循環的原因歸諸於經濟體系以外的因素的波動，有太

陽黑點說、政治循環說、心理說等；內生理論把景氣循環當作是經濟體系內之因素變化

所產生的波動現象，有貨幣說與投資說等。 

 

得到200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Kydland與Prescott (1982) 則提出實質景氣循環 



2-4頁 

(real business cycle) 理論，認為景氣循環不是由需求面或貨幣面造成的，而完全是因

為經濟體系因應實質面的變動所出現的自然反應結果，這些實質面的變動包括生產技術

的進步、自然資源供給的變動、甚至於天氣的變化等。 

 

自一個景氣的谷底到下一個景氣的谷底，或由一個高峰到另一個高峰，所需時間即

稱為景氣循環週期。每一次景氣循環週期的長短不一，林鐘雄博士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

同意正常的經濟循環週期約為8-10年。但依據不同學者的研究，景氣循環依其時間長短

可歸納為如表2.1所列各種類型。 

 

表2.1 景氣循環的種類 

按發現人分 按期間分 按觀察對象分 循環週期 影響因素 

基欽 (Kitchin) 

循環 

短期波動 

 (短週期)  
存貨循環 

3-4年 

(40個月) 
生產、銷售、庫存調整 

尤格拉 (Juglar) 

循環 

中期波動 

 (中週期)  
設備投資循環 9-10年 

設備投資、技術革新、生

產力變動⋯等 

顧志耐 

(Kuznets) 循環 
  建築循環 15-25年 

房屋使用年限、住宅需

求、都市化⋯等 

康得拉鐵夫 

(Kondratieff)  

循環 

長期波動 

 (長週期)  
  50-60年 

人口成長、新資源開發、

資本累積、戰爭⋯等 

資料來源: 行政院經建會 

 

熊彼得 (Schumpeter, 1939) 則綜合各家學說看法，認為經濟包括三種循環﹕康得

拉鐵夫 (Kondratieff) 循環、尤格拉 (Juglar) 循環、以及基欽 (Kitchin) 循環。另根據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ycles”的創始人Dewey (1952) 之研究發現，康得拉

鐵夫循環平均為53.3年、顧志耐循環平均為17.75年、尤格拉循環平均為8.88年、基欽

循環則是2.96年、4.44年與3.39年的交互發生。. 

 

如果景氣循環是可以預期的，那麼政府與企業的經濟政策就非常容易了，因為它們

可以在景氣的轉折點發生之前就提出對策而降低景氣波動的幅度甚至消弭景氣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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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曾在1970-1978年擔任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的Arthur Burns甚至於1959年就已

宣告「景氣循環將不可能像困擾我們的父親那樣困擾我們的孩子」。 

 

如果比較美國自1854年迄今歷次景氣循環的持續期間 (參見表2.2) ，的確會發現一

些不同之處。1929-33年的大蕭條持續了43個月，1982-85年的衰退持續了38個月、

1873-79年持續了65個月，但是自1933年以後，沒有一次景氣的收縮期持續達20個月以

上。 

 

再者，美國在大蕭條之前的十九次衰退只有三次持續不到一年，但在大蕭條之後卻

只有一次衰退持續超過一年。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二十一次景氣擴張只有三次

持續超過三年，戰後的十次擴張卻只有三次持續不到三年。由上述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

戰後美國景氣循環似乎較為穩定，不但衰退期間較為短暫，擴張期間也較為持久。 

 

不過Walsh (1999) 提醒我們：在比較過去與今天景氣循環的異同時須考慮經濟資

料品質的差別、景氣轉折認定的方式不同、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 

 

根據Romer (1999) 的研究顯示，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景氣波動與經濟衰退程

度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略為減緩，但經濟衰退的次數較少，情況也較為一致，顯示

反景氣循環 (countercyclical) 的貨幣政策與財政自動安定因子 (automatic stabilizers) 

已延長戰後的景氣擴張並防止嚴重的景氣衰退；然而，在同時，因為政策誘發的景氣興

衰依然使戰後經濟活動持續存在上下的波動，顯然景氣仍是不易預測，也無法完全以政

策予以消弭。 

 

另有學者認為經濟活動並不存在景氣循環的現象，例如Blanchard與Watson (1984) 

不但認為每一次景氣循環都長得不同，也不具有受到大衝擊 (shock) 後會逐漸回到均衡

的特性，而且根本上只是一連串因為各種因素引發的大小衝擊 (shocks) 。Crawford 

(2000) 的研究也支持了此種論點，但即使如此，經濟確實存在上下波動的情況，

Crawford甚至認為不但景氣循環的轉折點 (turning point) 會持續出現，而且還會出現比

過去明顯的正弦、餘弦曲線 (sine-cosine cur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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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美國戰後景氣循環基準日期 

資料來源: N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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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如何衡量景氣循環 

 

景氣雖然會如浪潮般波動，卻不像真正的潮汐有具體的水位或潮位可以衡量，每一

次發生的型態也不像潮汐那般確定，而且沒有固定的發生週期，甚至各地驅動景氣起落

的動力也不一樣，因此並無統一衡量或判定景氣循環的方法。簡言之，衡量景氣循環大

致依循三個步驟 (利秀蘭，2003) ： 

一、 決定基準循環 (reference cycle)  

二、 決定高峰及谷底或判定轉折點 (turning point )  

三、 由各國相關機構認定宣佈 

 

一、決定基準循環 (reference cycle)  

 

所謂基準循環就是選定一或多個經濟變數當作是代表景氣的指標，至於應採用何種

經濟變數或指標並無統一的作法。Burns和Mitchell在1946年時曾經認為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 GDP) 並非理想的衡量景氣工具，但是多年來GDP的計算

方式不斷地改良，Harding和Pagan (2003) 認為若按季觀察，GDP足以成為衡量景氣的

良好指標，不過它的缺點就是按季公布。因此若要按月觀察，經濟學家或經濟研究機構

必須選擇其他指標。大致可分成下列三種方法 (詹方冠，2003) – 

 

1. 以單一經濟指標做為代表：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認為GDP是衡量景氣最好的參考指標，但是他們選擇了工業生產指數單一指標

作為基準循環，原因之一就是GDP是按季公布的數據，而工業生產是按月公布的數據；

其次，許多勞務活動皆因工業生產活動而產生，因此工業生產通常會領先GDP或是與

GDP同步變化，於是工業生產指數雀屏中選成為觀察OECD成員之總體經濟活動變化的

主要指標。 

 

2. 以多種經濟指標同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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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衡量美國景氣循環的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下簡稱NBER) 也將GDP視為衡量整體景氣活動的最好指標，因此在決定

景氣循環的谷底與峰頂時給予GDP相當大的權重。然而，由於NBER是逐月追蹤景氣的

變化，而GDP每季才公佈一次，因此NBER必須採用其他每月公佈一次的經濟指標。最

受NBER重視的經濟指標包括﹕ 

(1)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2) 實質個人所得扣除移轉性支付 

(3) 實質製造業及商業銷售 

(4) 工業生產指數 

  

 前兩者用來衡量美國整體的景氣活動，後兩者則主要是涵蓋製造業與商品。這些指

標剛好是美國The Conference Board發布同時指標所使用的構成項目。此外，NBER也

採用Macroeconomic Advisers (簡稱MA) 每月發表的GDP估計值以彌補GDP每季才公

佈一次的遺憾。 

 

3.以多種經濟指標合成為單一基準循環指標： 

 

一般判定景氣循環高峰谷底基準日期的做法是選取一組重要的總體經濟指標，這組

經濟指標的波動應該與經濟週期波動一致，以不同層面反映總體經濟。而該經濟指標的

選取標準，一般而言須符合經濟重要性  (economic significance) 及統計充足性 

(statistical adequacy) 。所謂的經濟重要性係指在景氣循環中所涵蓋的以及所能反映的

總體經濟活動之範圍與程度，所涵蓋的經濟活動愈廣，其經濟重要性愈強；而統計充足

性係指統計資料取得的範圍、資料時間的長短、統計誤差等，若資料係屬普查資料，且

期間長、誤差小，則該資料將優先考慮。 

 

例如負責判定台灣景氣循環高峰谷底基準日期的行政院經建會 (CEPD) 使用的基

準循環指標包括了： 

(1)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2) 工業生產指數 

(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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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業率 (取倒數)  

(5) 實質票據交換金額 (經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  

(6) 實質製造業銷售值 (經製造業產出躉售物價指數平減) 

(7) 海關進口量指數 

(8) 海關出口量指數 

 

CEPD首先將各項指標以X-11季節指數調整法消去季節因素，利用成長循環模型 

(growth cycle) 去除長期趨勢後，求其循環變動百分比，再應用綜合指數 (composite 

index) 法，將各項指標之數列合成一數列 -- 基準循環綜合指數數列 (reference cycle 

composite index series)，用以代表所有經濟活動共同形成的循環。 

 

此外，自1980年代以來，OECD已經為其二十餘個會員國分別以多個經濟指標編輯

成綜合景氣領先指標 (composite leading indicators, CLI) 來研判景氣循環的高低點。

例如美國的CLI之構成項目包括： 

(1) 住宅開工數 

(2) 耐久財訂單金額 

(3) 紐約證交所綜合指數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4) 消費者信心指數 (正常值為100)  

(5) 製造業每週工作時數 

(6) 採購經理人指數 

(7) 利率差 

 

日本的CLI之構成項目則包括： 

(1) 礦業與製造業的存貨對出貨比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2) 進口對出口比率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3) 貸款對存放比率 

(4) 製造業每月加班時數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5) 住宅開工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6) 東京證交所股價指數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7) 利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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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CLI之構成項目包括： 

(1) IFO景氣指標 (正常值為100)  

(2) 製造業訂單與需求比率趨勢 

(3) 製造業出口訂單水準E 

(4) 製造業新訂單 (以2000年期為基期，基期指數為100)  

(5) 製造業製成品庫存水準 

(6) 利率差 

 

由以上可知，OECD在衡量各會員國的景氣循環高低點時所用的經濟指標不但不盡

相同，而且數目也不一樣。 

 

二、決定高峰及谷底或轉折點 (turning point ) 判斷 

 

在選取各項代表性指標之後，將該指標進行季節調整 (seasonal adjustment) ，去

除不規則變化 (irregular) 之後，即可進行基準循環之分析，也就是古典或成長循環之

研究。古典循環分析，誠如前述，即將該絕對值之變動作為分析之基礎，而成長循環之

分析則須先將各項指標內含的長期趨勢 (trend) 去除。經過各項處理後，再綜合而成基

準循環數列 (reference chronology) ，利用該數列即可進行轉折點之認定。 

 

各國對於轉折點的判定方法目前多是依循Bry-Boschan  (1971) 的方法 (簡稱B-B

法) ，即須符合下列基本原則： 

1. 轉折點不能出現在數列的起始6個月內與結束前6個月內。 

2. 全循環週期 (cycle duration) 不得少於15個月。 

3. 擴張期或收縮期 (phase duration) 不得少於5個月。 

4. 第一個高峰 (谷底) 值不得低於 (高於) 其至數列起始間之任何一值；最後一個高峰 

(谷底) 值不得低於 (高於) 其至數列結束間之任何一值。 

5. 若轉折區間呈現直線，或相近之轉折點出現雙高峰 (谷底) ，則取最近之值為轉折點。 

6. 極端值須剔除，不列入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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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定景氣循環峰谷時，亦會將其他景氣相關指標之變動作為參考依據，例如台灣

會參考景氣動向指標、景氣對策信號、以及製造業廠商景氣調查。 

 

利秀蘭 (2003) 曾經運用了上述各種決定基準循環 (reference cycle) 的方法對台

灣第十次景氣循環高峰谷底進行初步認定，並比較其間的異同 (參見表2.3) 。 

 

表2.3 以各種方法初步認定台灣第十次景氣循環峰谷結果之比較 

資料來源: 行政院經建會，利秀蘭，“我國第十次景氣循環高峰谷底之初步認定” 

 

利秀蘭發現： 

1. OECD法 – 利用單一工業生產指數分析，第十次之高峰出現在2000年9月，而谷底

則出現在2001年9月。然而該指標對於第九次循環之峰谷卻無法捕捉，顯示只單用工

業生產指數作為基準循環並不適當。 

2. NBER法 --  以主計處發布的工業及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替代個人所得數

據，以經建會發布的製造業銷售值及經濟部發布的批發及零售業銷售值加總取代製

造業及商業銷售數據後進行分析，第十次循環之高峰出現在2000年9月，谷底則是在

2001年12月。此外，運用此方法所判定之第九次循環峰谷，與已認定之第九次循環

相當一致。 

3. CEPD法 --利用成長循環綜合指數法得出第十次循環的高峰出現在2000年6月，谷底

出現在2001年9月。 

4. 同時指標 (COIN) 方法 -- 將同時指標構成項目視為基準循環的構成項目進行分

析，結果發現第十次循環高峰出現在2000年6月，谷底出現在2001年9月，唯前次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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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卻無法捕捉。 

5. 擴散指數分析 – 將CEPD、NBER、COIN之構成項目進行擴散指數 (DI) 分析，結

果發現第十次循環高峰分別出現在2000年7月、10月、10月，谷底分別出現在2001

年12月、9月與11月。 

 

利秀蘭綜合以上分析認為台灣第十次景氣循環的高峰應是出現在2000年第二季或6

月，谷底應出現在2001年第三季或9月，經建會最後公佈的高峰則為2000年9月，谷底

則相同。 

 

三、由各國相關機構認定宣佈 

 

由於轉折點並不容易認定，且須符合上述循環期間限制，通常各國相關機構 (如美

國NBER、我國經建會、日本內閣府等) 約在轉折點發生後約6個月至1年的時間方加以

認定後宣佈。例如NBER於2003年7月才宣佈美國最近一次景氣衰退於2001年11月結

束，時間相隔了19個月；經建會經研處於2004年12月24日才公佈台灣第10次景氣循環

的谷底與峰頂，自谷底的2001年9月至確認谷底的發布日，相隔更多達三年又三個月。 

 

第三節 景氣循環各階段的畫分 

 

由前文可知，每一景氣循環可以簡單畫分為擴張期（expansion）與收縮期

（contraction）二個階段，前者是從景氣谷底至峰頂的階段，後者是由峰頂至谷底的階

段。一般會再將擴張期劃分為復甦（recovery）、繁榮（prosperity）兩階段，收縮期劃

分為緩滯（slowdown）、衰退（ recession）或衰退、蕭條（depression） (參見圖2.2) 。 

 

依據行政院經建會與林鐘雄 (1984) 的說明，景氣循環各階段的意義如下﹕ 

1. 復甦 -- 指景氣脫離谷底逐漸恢復的階段；此時就業人數、所得水準、消費水

準都在上升中，企業與消費者對未來經濟均已恢復信心，投資增加並帶動生產

增加。 

2. 繁榮 -- 指經濟維持相當活絡狀態；此時勞動力與原物料出現短缺的現象，生

產出現瓶頸，成本與物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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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氣緩滯 -- 是指景氣由高峰轉降，呈現趨緩的現象；此時生產減少、就業水

準下降、消費與投資意願降低。 

4. 景氣衰退 -- 為經濟活動持續下降，此時失業人數眾多、產能過剩嚴重、企業

獲利甚低乃至於虧損，並對未來失去信心。至於景氣蕭條，一般指長時間嚴重

的衰退，此現象很少發生。 

 

圖2.2﹕景氣循環階段 

 

資料來源: 行政院經建會網站- 

 

Dagnino (2001) 以實際經濟成長率是否超過歷史平均潛在經濟成長率，即是否存

在產出缺口 (output gap) 來判斷景氣是位於擴張或衰退，並將景氣循環畫分為四階段： 

第一階段：景氣終於擺脫衰退或低度成長而開始恢復，主要的經濟現象包括 –  

(1) 貨幣供給額成長率快速升高 

(2) 貨幣逐漸恢復強勢 

(3) 股市上漲 

(4) 經濟成長率穩定上升，不過仍低於成長潛能 

(5) 企業獲利由谷底翻升 

(6) 原料商品價格繼續走低並達到谷底 

(7) 長短期利率持續走低並達到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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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價持續走低並達到谷底 

第二階段：景氣動能非常強，經濟成長率超過長期潛能，主要的經濟現象包括 – 

(1) 貨幣供給持續快速成長並達到高峰 

(2) 貨幣持續強勢並達到高峰 

(3) 股市持續強勢並達到高峰 

(4) 經濟成長率非常強勁，並遠高於成長潛能 

(5) 企業獲利快速重長 

(6) 原料商品價格強勁上揚 

(7) 長短期利率走高 

(8) 物價上升 

第三階段：此時景氣由高峰轉折向下，Dagnino稱之為「最具教育意義」的階段，

主要的經濟現象包括 – 

(1) 貨幣供給成長率持續下降 

(2) 貨幣相對疲弱 

(3) 股市低迷 

(4) 經濟成長率持續趨緩，並跌破成長潛能 

(5) 企業獲利成長達到高峰後開始下降 

(6) 原料商品價格達到高峰後開始下降 

(7) 長短期利率達到高峰後開始下降 

(8) 物價持續上升到高峰後開始下降 

第四階段：經濟成長放慢速度，主要的經濟現象包括 – 

(1) 貨幣供給成長率持續下降，但在短期利率達到高峰後逐漸回升 

(2) 貨幣持續疲弱，但最終恢復強勢 

(3) 股市維持疲弱，但最終開始回升 

(4) 經濟成長率低於成長潛能並持續趨緩 

(5) 企業獲利依舊不佳 

(6) 原料商品價格疲軟 

(7) 長短期利率下降 

(8) 物價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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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Dagnino的景氣循環四階段 

 

資料來源: Dagnino, ”Profiting in Bull or Bear Markets”, 2001 

 

Patel與Wilson (2004) 也以是否存在產出缺口 (output gap) 將景氣週期區分為四

階段 (參見圖2.4) ﹕ 

1. 經濟產出超過潛在產能，但成長速度減緩，即產出缺口為正，但正在縮減，通

常發生在景氣末期 (late in the cycle) 。 

2. 經濟產出低於潛在產能，而且產能過剩的情況正在惡化，即產出缺口為負，且

正在擴大，通常發生在景氣降溫或衰退階段。 

3. 經濟產出低於潛在產能，但是產能過剩的情況已在改善，即產出缺口為負，但

正在縮減，通常發生在景氣復甦的階段。 

4. 經濟產出超過潛在產能，而且產能不足的情況正在惡化，即產出缺口為正，且

正在擴大，通常發生在景氣持續加溫的階段且伴隨著緊縮政策。 

 

投資銀行Merrill Lynch (2000) 的資產配置模型中，亦利用經濟成長率是否超過長

期趨勢水準 (產出缺口是否存在) 而將景氣區分為四種階段 (參見圖2.5) ﹕ 

1. 第一階段﹕景氣衰退，利率下跌 

2. 第二階段﹕景氣復甦 

3. 第三階段﹕景氣升溫，利率上升 

4. 第四階段﹕景氣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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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Patel與Wilson的景氣循環四階段 

 

資料來源: Patel and Wilson, “Getting More Negative About World Growth”,  Global 

Economics Weekly of Goldman Sachs, Issue No.14/32, 15th September 2004 

 

圖2.5：Merrill Lynch的景氣循環四階段 

 

資料來源: Merrill Lynch, Fund Manager Survey – Sept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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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在此統一景氣循環四階段每一階段的定義如下： 

第一階段：景氣終於擺脫衰退或低度成長而開始恢復，即景氣復甦階段；  

第二階段：景氣動能非常強，經濟成長率超過長期潛能，利率開始上升，即景氣升

溫階段； 

第三階段：景氣由高峰轉折向下，即景氣降溫階段； 

第四階段：經濟成長放慢速度，利率開始下跌，即景氣衰退階段。 

 

也有人並不滿足於四階段，而將景氣循環做更多的階段的畫分，例如Hunt (1976) 就

利用股價、工業生產、聯邦基本利率、貨幣基礎 (monetary base) 、M1貨幣供給額、

初次請領失業金人數、非農業就業人數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數據將美國景氣循環分為

五階段﹕ 

1. 降溫 (easeoff) ﹕景氣觸及NBER定義的高峰，實質GDP開始衰退，貨幣基礎

與貨供額減少，初領失業金人數與聯邦基本利率上升； 

2. 衰退 (plunge) ﹕利率達到高峰，景氣達到NBER定義的谷底，實質GDP開始

衰退，聯邦基本利率、物價與非農業就業人數下降，貨幣基礎與M1貨供額減少； 

3. 復甦初期 (early revival 1) ﹕實質GDP開始成長，初領失業金人數減少，聯邦

基本利率、貨幣基礎、非農業就業人數與物價上升； 

4. 復甦中期 (late revival 2) ﹕實質GDP擺脫衰退 (recession) 而復甦，初領失業

金人數下降，物價、貨幣基礎與非農業就業人數增加； 

5. 加速成長 (accelerate) ﹕經濟持續加速成長迫使Fed緊縮信用，導致消費者支

出減少，但企業投資仍在增加，物價與非農業就業人數持續增加，初領失業金

人數減少。 

 

投資銀行Morgan Stanley的Morris (2001) 則將景氣循環分成六階段： 

1. 經濟成長降速 (economic slowdown) ﹕景氣衰退的初期，長期利率觸頂，短期

利率開始下跌，債市進入多頭，股市與商品市場則進入空頭 

2. 預期復甦 (anticipated recovery) ﹕景氣進一步衰退，但預期即將結束，此時債

券仍處在牛市，但上漲動力消退。股價通常很低，並且開始觸底反彈即將展開

牛市。商品價格仍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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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期復甦 (mid-cycle recovery) ﹕衰退結束並進入景氣擴張階段，商品價格觸

底回升，通膨開始發生，債券牛市進入尾聲，利率開始上升，股市持續揚升，

此時股票績效通常較債券為佳。 

4. 全面擴張 (full expansion) ﹕景氣擴張已屆成熟，股價與商品價格繼續攀升，利

率與物價持續走高，債券進入熊市，對利率敏感類股此時股價已屆頂點。 

5. 經濟高峰 (economic peak) ﹕景氣達到高峰，部份產業甚至可能開始疲軟，商

品價格持續走高，但通膨可能觸頂，債市仍在下跌，股市觸頂並進入熊市，主

要股價指數可能低於年線水準。 

6. 經濟降溫 (economic decline) ﹕商業活動降溫，債市進入熊市尾聲，股市持續

下跌。 

 

若將上述各種景氣階段畫分方式比較如附圖2.6，便可發現四階段的畫分法簡單明

確，五階段與六階段的畫分相對較為複雜。 

 

圖2.6：景氣循環不同的階段畫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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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2. Dagnino, ”Profiting in Bull or Bear 

Markets”，3. Merrill Lynch & Co., Inc, “Fund Manager Survey –  September 2000”，4. 

Morris, “Business Cycle offers Clues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5. Nawrocki, 

“Phase of the USA Business Cycle and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