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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景氣循環與投資策略 

第一節 景氣循環與資產配置 

 

由於股價反映的是市場對企業獲利的預期，因此唯有在投資人對未來景氣的擴張具

有樂觀的期待時，股價才可能上漲，因為景氣擴張代表產出將增加，投資將隨之上升，

就業機會與所得也會成長，消費需求增長的速度將會加快，那麼企業的收入與獲利也就

可能迅速成長；反之，當投資人對未來景氣的看法悲觀時，股價就會率先下跌反映這樣

的預期。 

 

同時，當景氣不佳時，各國央行為了降低資金成本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往往會採取

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此時利率水準持續走低，就有利於債券價格的上漲；然而，隨著

景氣逐漸好轉，物價開始上升，央行面臨調高利率以防止通貨膨脹的壓力，這時候債券

價格就會率先下跌以反映投資人的預期。 

 

因此，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投資人應該有不同的資產配置與投資策略。 

 

Dagnino (2001) 將景氣循環分為四階段(參見圖2.3)後，對各階段的投資策略建議

如下： 

l 第一階段：景氣復甦初期，景氣才剛從谷底翻升，企業營收與獲利具充滿成長

潛力，投資股票最有利，但由於此時尚未有物價上升壓力，央行為了維持景氣

復甦力道並不急於改變寬鬆的貨幣政策立場，因此對債券而言仍是不錯的投資

時機； 

l 第二階段：景氣進入加速成長的階段，此時物價面臨上升壓力，包括能源、黃

金、原物料、房地產等「硬式」類股可以提供較佳的報酬，而由於利率水準上

升，債券投資則變成較差的選擇； 

l 第三階段：景氣由峰頂回落，但通膨壓力仍未消除，對硬式資產較為有利，而

貨幣政策仍趨於緊縮，金融性資產投資較為不利；  

l 第四階段：景氣進入衰退，企業營收與獲利隨之下降，物價回軟，利率也開始

調低，此時對債券等金融性資產的投資較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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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ll Lynch (2000) 的看法與Dagnino相似，唯一不同之處在於當景氣由峰頂往下

落時，由於企業獲利已面臨成長減緩的壓力，並不利於股票投資，而物價與利率水準仍

處於高檔，也不利於債券投資，因此Merrill Lynch認為在此階段最好是保有現金﹕ 

l 第一階段：景氣復甦初期，股票績效最好； 

l 第二階段：景氣進入加速成長的階段，產出缺口消失，此時商品績效最好； 

l 第三階段：景氣由峰頂回落，經濟成長開始減緩、單位成本上升引發薪資價格

上漲時，保有現金最好；  

l 第四階段：景氣進入衰退，債券績效最好 

 

此外，投資銀行Morgan Stanley的Morris (2001) 將景氣循環分成六階段後，對各

階段所提的投資建議如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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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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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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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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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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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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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各種資產價格在各景氣循環階段的表現如何，Patel與Wilson (2004) 以美國、

日本、德國三個國家的股債市為研究對象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當景氣處於產出缺

口為負但正在縮減的階段，也就是景氣正由谷底復甦的階段，三大工業國的股市表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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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若景氣處於產出缺口為正但正在縮減的階段，也就是景氣正由峰頂下滑的階段，三

大工業國的股市表現最差 (參見表3.1) 。 

 

表3.1 三大工業國之股市在不同景氣階段的年化報酬率比較 

(1980年第一季至2004年8月，以當地貨幣計算) 

資料來源: Goldman Sachs，2004年9月15日 

 

此外，當景氣處於產出缺口為負但正在擴大的階段，也就是景氣正在衰退的階段 ，

三大工業國的債市表現最佳，若景氣處於產出缺口為正但正在擴大的階段，也就是景氣

正在加速擴張的階段，三大工業國的債市表現最差 (參見表3.2)。 

 

表3.2 三大工業國之債市在不同景氣階段的年化報酬率比較 

(1980年第一季至2004年8月，以當地貨幣計算) 

資料來源: Goldman Sachs，2004年9月15日 

 

但是， Taylor (1998) 在其著作中所引用另一份來自Goldman Sachs的研究報告卻

有不太一樣的結果。該報告根據1970至1995年的資料研究顯示，當景氣處於產出缺口

為負且持續擴大的階段 (即景氣持續滑向谷底) ，不但是股票表現最佳的時候，也是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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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表現最好的階段 (參見表3.3) ： 

l 第一階段：產出缺口為負，但正在縮減，即景氣正由谷底翻升，存貨與投資正

在增加，企業毛利與淨利成長加快，此時股債表現都很不錯，現金表現最差，

景氣循環股與小型股漲勢會領先大盤。 

l 第二階段：產出缺口為正，且正在擴大，即景氣持續擴張且以高於潛在成長水

準的速度在成長，此階段表現最差的是債券，最好的是商品。 

l 第三階段：產出缺口為正，但正在縮減，即景氣由峰頂回落，此階段表現最佳

的仍是商品，表現最差的則是小型股。 

l 第四階段：產出缺口為負，且正在擴大，即經濟成長速度回到潛在水準之下，

此時表現最佳的是股票，尤其是小型股，但此階段也是債券表現最佳的時候，

表現最差的則為商品。 

 

表 3.3 各種資產在美國不同的景氣階段的表現之比較 

(1970年第一季至 1995年第二季) 

 
資料來源：Taylor, “Investment Tim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為何股債會在景氣滑向谷底時雙雙表現最佳？Taylor認為這是因為貨幣政策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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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物價下降，導致債券價格上揚，同時市場資金充沛以及預期景氣即將反轉，則令股

票行情走高。 

 

Nawrocki (1996) 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他利用Hunt的景氣循環階段畫分方式研

究美國各種資產報酬率在五種不同景氣階段的的差異性。結果發現從1970年到1994年

這段期間，中大型股價表現最好的時候是在景氣位於衰退 (plunge) 階段，小型股價表

現最好的時候是在景氣處於復甦初期(early revival 1) ；而政府債券表現最佳的時候也

是在景氣位於衰退階段 (參見表3.4) 。如果利用1980年至1994年的資料進行研究，就

會得到不太一樣的結果：股票表現最佳的時候是當景氣處於復甦初期，債券表現最佳的

時刻則是當景氣位於降溫 (easeoff) 階段 (參見表3.5)。 

 

表3.4 美國資產在不同景氣循環階段的表現之比較(1)  (1970年1月至1994年6月) 

資料來源:  Nawrocki, “Phase of the USA Business Cycle and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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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美國資產在不同景氣循環階段的表現之比較(2)  

(1980年1月至1994年6月) 

資料來源:  Nawrocki, “Phase of the USA Business Cycle and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s” 

 

綜而言之，股市表現最好的時候是發生在景氣即將觸底或正在復甦但是仍有剩餘產

能的階段，此時市場投資人預期企業獲利即將改善或是會進一步成長，並且不擔心利率

會馬上調升﹔至於股市表現最差的階段是在貨幣政策開始緊縮後接近景氣循環的峰頂

或自峰頂開始滑落的階段，此時經濟成長速度已經放慢，產能不足的情況則在緩和當中。 

 

在債市方面，表現最好的時候是在景氣衰退、利率調降的階段，表現最差則是在景

氣持續加溫、利率持續調升的階段。 

 

因此，我們得到一項結論：由於資產價格在不同的景氣階段確實有不同的表現，所

以只要投資人有能力判斷景氣的變化，就應該調整投資策略或是資產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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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景氣循環與類股投資策略 

 

既然不同的資產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會有不同的股價表現，那麼不同的類股是否

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股價表現？ 

 

如果是在景氣復甦的階段，由於生產、庫存、銷售都告增加，可以預料到企業可能

需要增加投資生產設備，資訊科技與機械設備產業的生意應該會不錯，而倉儲運輸與營

建業也會大發利市；而就業機會的增加、企業大方發放獎金，也很容易讓人預期零售業、

汽車業會有不錯的營收與獲利；景氣的好轉也會導致原物料的爭奪戰出現，原物料供應

商的股價應該也會表現不錯。 

 

反之，在景氣降溫或衰退階段，由於企業與個人的收入都告減少，前述的資本財與

消費財產業應該會面臨營收減少的壓力。但是，景氣無論如何差，人總是要滿足基本需

求，因此這時候如果要投資股票，就要選擇與食衣住行民生需求相關性較高的行業。 

 

依上述的邏輯，Merrill Lynch (2000) 提出了全球產業命運輪盤，認為在不同的景

氣階段應該投資不同的產業 (參見圖3.1) ﹕ 

l 第一階段：景氣復甦初期，股票績效最好；景氣循環型/成長型 (cyclical/growth) 

投資策略，資產應以投資股票為主，類股則應選擇電訊、媒體與科技 

l 第二階段：景氣進入加速成長的階段，產出缺口消失，此時商品績效最好；景

氣循環型/價值型 (cyclical/value) 投資策略，資產應以投資商品為主，類股則

應選擇礦業、石油與紙業 

l 第三階段：景氣由峰頂回落，經濟成長開始減緩、單位成本上升引發薪資價格

上漲時，保有現金最好；防衛型/價值型 (defensive/ value) 投資策略，資產應

以保留現金、投資為主，類股則應選擇公用事業、食品與煙草 

l 第四階段：景氣進入衰退，債券績效最好；防衛型/成長型 (defensive/growth) 

投資策略，資產應以投資債券為主，類股則應選擇化學製藥與保險 

 

在第二與第三階段即景氣持續成長階段，景氣循環股表現優於防衛性股票；第一與

第二階段即產能過剩導致物價偏低時，具有較佳的長期前景以及議價能力的成長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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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優於價值型股票。 

 

圖3.1: Merrill Lynch的全球產業命運輪盤 (The Global Sector Wheel of Fortune)  

 

資料來源: Merrill Lynch, Fund Manager Survey – September 2000 

 

在Merrill Lynch的建議中出現一些類股名詞需要特別解釋如下： 

 

l 景氣循環股 (cyclical stocks) 係指這類公司對景氣循環與物價變動非常敏

感，其股價會隨著景氣成長加快而快速上漲或隨景氣成長減緩而快速下跌，這

類公司許多是耐久財、資本財或是景氣循環型消費產品的生產者，例如營建

業、鋼鐵業、機械業、汽車業、傢具業、紡織服飾都是這類型的股票，其他如

原物料、水泥業、造紙業、運輸業與亦屬此類。 

l 防衛性股 (defensive stocks) 相對於景氣循環股而言，這類公司因為所提供的

產品或服務屬於基本需求，因此其收入成長與股息發放很穩定，通常不受景氣

循環的影響，因此在景氣不佳時，防衛性股票的股價表現會優於景氣循環股。

例如公用事業、銀行保險、餐飲、民生用品、醫療保健、化妝品、製藥等。其

中銀行保險業也稱為利率敏感行業 (interest-sensitive sectors) ，利率下跌時

股價表現較佳。 

l 成長股 (growth stocks) 係指這類公司之銷售與獲利的成長速度快過其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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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並預期未來一段時間仍將持續，但這類公司通常不會發放股息或是發放金

額極少，而將所賺取的利潤再進行投資。這類公司通常擁有較高本益比，股價

波動也較大。大多數科技公司、電訊設備、媒體、製藥與生技業都屬於此類。 

l 價值股 (value stock) 相對於成長股而言，這類股票通常有較高的股息殖利率

以及較低的價格/帳面價值比，大部份美國公用事業都屬於此類。 

 

將景氣循環分成六階段的Morris (2001) 也為各階段提出如下的投資建議﹕ 

1. 經濟成長降速 (economic slowdown) ﹕景氣衰退的初期，股市應投資對利率敏

感的類股。例如負債水準較高的公用事業，資金成本預期下降、借款需求預期

上升的金融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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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消費性類股。 

3. 中期復甦 (mid-cycle recovery) ﹕衰退結束並進入景氣擴張階段，此時應投資

電氣設備、機械與營建類。 

4. 全面擴張 (full expansion) ﹕景氣擴張已屆成熟，應投資化學、科技與能源類股。 

5. 經濟高峰 (economic peak) ﹕景氣達到高峰，應投資基本原物料 (包括化學與

金屬) 、能源類股。 

6. 經濟降溫  (economic decline) ﹕商業活動降溫，應投資「復甦初期」 

(early-cycle) 類股，例如非景氣循環的消費性產業。 

 

究竟各產業股價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的實際表現如何？根據Taylor (1998) 對

1976-1996年在不同景氣階段下，史坦普500指數各產業股價相對於大盤績效的實證研

究顯示 (參見表3.6) ： 

1. 當景氣成長速度低於潛在水準，且仍在持續下降的階段 (即產出缺口為負，且

正在擴大) ，績效表現較好的產業大多屬於公認的價值型與防衛性股票，如煙

草、公用事業、銀行保險、餐飲、民生用品、醫療保健、化妝品、製藥、壽險

等。但零售專賣店是一個例外，一般視其為景氣循環類股。 

2. 當景氣成長速度低於潛在水準，但已經開始上升的階段 (即產出缺口為負，但

正在縮減) ，績效表現較好的產業大多屬於公認的成長型與景氣循環型股票，

如半導體、電腦軟體/服務、汽車業、消費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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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景氣成長速度超過潛在水準，且仍在持續上升的階段 (即產出缺口為正，且

正在擴大) ，績效表現較好的產業大多屬於公認的景氣循環型股票，如娛樂、

零售專賣店、半導體、航太業等。 

4. 當景氣成長速度超過潛在水準，但已經開始下跌的階段 (即產出缺口為正，但

正在縮減) ，績效表現較好的產業大多屬於公認的價值型與防衛性股票，如煙

草、壽險、連鎖餐廳、長途通訊等。 

 

表3.6 不同景氣階段下史坦普500指數主要產業相對於大盤之績效 

(1976年6月-1996年6月) 

 

資料來源：Taylor，"Investment Tim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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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產業股價表現在不同的景氣階段確實有不同的表現，而且

差異還頗大。例如半導體與汽車業股價在景氣存在負的產出缺口且正在擴大的階段，表

現均為倒數一、二名，但到了下一階段立刻跳升至前幾名的行列；相反地，煙草類股價

在前一階段名列前茅，到了下一階段則落居最後幾名；又如零售專賣店在產出缺口為正

且正在擴大的階段，股價表現極優，但到了下一階段立刻淪落至倒數的行列。 

 

第三節 市場循環與投資策略 

 

 前兩節在探討資產價格與類股股價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表現時，均隱含著一種假

設：股票與債券市場會隨著實際經濟的變化而作調整。然而，實際情況很可能是市場在

實際經濟情況出現之前即預先變化，因為決定股債市表現的不僅是景氣基本面與企業策

略，投資人的心理也很重要。由於市場投資人會對未來經濟進行預測，所以，市場會領

先經濟景氣變化一段時間 -- 景氣尚未觸底之前，股市可能已經反彈，景氣尚未觸頂，

股市可能已經下跌。 

 

Pring (1992) 即依股票、債券與商品三種市場的大盤指標 (benchmark) 變化將市

場循環分成六階段 (參見圖3.2) ，並且分別提出不同的投資策略建議： 

l 第一階段：位於景氣衰退的初期階段，利率下跌，股票與商品則處於空頭市場。

此時應採取防禦性投資策略，適合投資品質好的長期債券，現金比重也較高。

他認為這樣做基於兩個理由：1.現金與股票以及通膨避險工具具有負相關性，

因此可以收保存資金之效；2.現金通常在此階段會有最高報酬。此處所謂現金

是指一年以內、品質好的債務工具，包括貨幣市場基金、一年期國庫券或可轉

讓定存單。公用事業類股是本階段表現較佳的類股，金融與民生消費用品類股

其次。 

l 第二階段：利率仍在下跌但已近尾聲，債券仍處於多頭市場，股票多頭市場剛

剛展開，並且會帶來比債券多的報酬率，現金部位宜減碼轉入股票。公用事業

與其他利率敏感類股表現已至極至，製造業、零售業與汽車業即將接棒。 

l 第三階段：債券、股票與商品在此階段皆處於多頭，現金的績效表現最差，因

此宜盡量減少現金部位。債券的多頭市場進入尾聲，繼續持有債券的機會成本



3-12頁 

上升。股票部位則可多著墨在科技、基本工業、能源與礦業類股，以及具有高

β值的股票。 

l 第四階段：隨著利率上升，債券進入空頭市場，股票與商品則仍處於多頭市場，

此時對利率敏感的類股如公用事業、銀行險類股的績效相對較差。 

l 第五階段：股票市場展開空頭階段，由於物價持續上升，商品是此階段唯一仍

處於多頭市場者，債券投資須集中政府債券。 

l 第六階段：債券、股票與商品均處於空頭市場，現金為王。雖然債券在此階段

的績效通常優於股票，但由於破產的風險上升，所以債券投資應選擇高品質標

的。 

 

圖3.2：Pring的資產配置六階段 

 

資料來源： Pring, “The All-Season Investor”,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2 

 

 Pring並且以1953至1991年美國市場的表現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在景氣衰退

初期的階段1，債券表現最佳，到了階段2，股票表現最好，階段4的債券表現最差，階

段6的股票表現最差 (參見表3.7) 。 

 

Pring認為景氣循環的判斷有很大比重仰賴主觀評估，無法完美，因此為了達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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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打敗無風險利率的目標，必須要避免在沒有信心或情勢不明的情況下冒險，但是一旦

相信指標已經明確指出某一景氣循環階段的開始或結束，則應該積極進取。 

 

表3.7 美國資產在不同景氣循環階段的表現之比較(3) (1953-1991年) 

資料來源:  Pring, “The All-Season Investor”, 1992 

 

圖3.3： Stovall的景氣/市場循環四階段與產業投資策略 

 

資料來源: StockCharts.com 

 

Standard & Pool的首席投資策略師Stovall (1996) 將經濟與市場循環分開，各分成

四階段，其中市場循環略為領先經濟循環 (參見圖3.3) 。他對各市場循環階段的類股投

資建議如下： 

1. 谷底 (market bottom) ：景氣的全面衰退 (full recession) 即將結束，消費者預

期開始上升、工業生產即將觸底、利率仍在下降、殖利率曲線正常 (正斜率) ，

此時投資景氣循環股與科技產業為佳。 

2. 牛市 (bull martket) ：景氣結束全面衰退階段而進入復甦初期 (early recovery) 

階段，消費者預期持續上升、工業生產持續成長、利率觸底、殖利率曲線持續

陡峭，此時投資基本產業與一般工業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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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峰頂 (market top) ：景氣邁向全面復甦 (full recovery) 階段，消費者預期開始

下降、工業生產即將持平、利率加速上升、殖利率曲線開始平坦化，此時投資

基本產業、能源與民生消費產業為佳。 

4. 熊市 (bear market) ：景氣進入衰退初期 (early recession) 階段，消費者預期

加速滑落、工業生產減少、利率到達頂峰並開始下降、殖利率曲線持續平坦化

甚至呈現負斜率，此時投資公用事業、服務業與金融業為佳。 

 

 Taylor (1998) 也將景氣與市場循環分開 (參見圖3.4) ，並且認為當市場循環滑向

谷底時，應投資營建、金融，當市場循環由谷底翻升時，應投資運輸類股，當市場循環

邁向峰頂時應投資資本財與基本原物料，市場循環由峰頂回落時應投資民生消費用品與

公用事業。 

 

 Vaga  (1990) 則認為隨著科技、投資人預期、政府政策以及金融革新速度的變化，

市場行為會隨著時間改變，他將市場循環畫分為混沌 (chaotic) 、密合 (coherent) 、

過渡 (transition)、漫步 (random walk) 四階段或四種市場行為 (market behavior) ，

各階段的統計特徵參見表3.8。 

  

圖3.4： Taylor的產業輪動與景氣循環 

 

資料來源： Taylor ,“Investment Tim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1998 

 

依照Vaga的研究，投資人在密合與漫步的市場階段獲利最豐，而應避免混沌與過渡

市場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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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漫步 –此階段的理想投資策略是持有多元化的投資組合； 

2. 密合 – 多元化投資組合可帶來高報酬與低風險，投資人可能還可以利用預測技

術增加報酬率 

3. 過渡 – 發生在市場由密合階段轉變至漫步階段之際，對投資人而言是比較困難

的階段 

4. 混沌 – 投資報酬低而風險高。  

 

表3.8: Vaga的四種市場行為之特徵 

 

資料來源:：Nawrocki, “Pha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Nawrocki (1997) 為了進一步探討景氣循環是否影響投資組合績效，於是根據Hunt

的景氣循環畫分方式去研究三種投資策略在每一階段的績效表現﹕史坦普500指數、選

股 (每一階段以reward-to-lower partial moment的方式自1510檔股票中選出20檔股

票) 、產業輪動 (每一階段以reward-to-lower partial moment的方式自100多檔史坦普產

業分類指數中選出20檔產業指數，參見附表3.9) 。 

 

 結果 (參見附表3.10) ，他們發現﹕ 

1. 除了階段1 (降溫) 之外，產業輪動策略在各階段的表現都最好。 

2. 不論是哪一種投資策略，在階段1均表現最佳。 

3. 階段1的投資結果具有高報酬與低風險的特質，符合Vaga的密合階段之定義。 

4. 階段2 (衰退) 的投資結果具有Vaga的漫步階段之特性，即對稱分配、常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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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階段3 (復甦初期) 符合Vaga的過渡階段之特性，即低闊峰與對稱分配。 

6. 階段4 (復甦中期) 符合Vaga的密合階段之特性，即高報酬與低風險。 

7. 階段5 (加速成長) 是投資人休假的好期間，因為此階段投資組合的報酬/風險最

低、總報酬也最小，此種低報酬、高風險的特質符合Vaga的Chaotic階段之特性。 

 

表3.9：1970-1986年美國景氣循各階段表現最佳之前15名產業 (以R/LPM排序) 

資料來源：Nawrocki, “Pha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Nawrocki的結論包括﹕ 

1. 景氣循環的不同階段對投資績效有顯著影響，即投資組合績效會隨景氣循環階

段之不同而改變，隨著景氣循環之不同選擇不同產業組成投資組合的績效表現

優於不挑選產業的投資組合績效。 

2. Vaga的市場循環與Hunt的景氣循環具有一致的特性。 

3. 由於市場結構存在非定性 (nonstationary) ，投資人必須經常關心市場情況的變

化，因此投資管理是一種順應 (adaptive) 而非靜止 (static)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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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wrocki的結論支援了投資人可以依照景氣循環的不同階段調整投資策略的說

法，但是，上述研究成果都是在已知景氣轉折點或景氣循環階段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唯

投資人無法等到官方公佈景氣轉折點後再進場投資，因為如前所述，官方的確認往往延

遲一段長久的時間。所以，投資人是否具備研判景氣轉折的能力就變得很重要。 

 

表3.10: 1988年3月3日至1995年2月10日各景氣循環階段的投資組合績效 

 

資料來源: Nawrocki, “Pha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表示單尾檢定顯著水準為10%，#表示最佳風險/報酬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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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分析可知，景氣循環階段的不同，確實會影響各類資產價格乃至於各產業

股價的表現，因此如果能掌握景氣循環的變化，應該能提升投資組合績效。 

 

唯Cooper與Chieffe (2004) 的研究指出，如果要依循景氣循環的變化進行投資，投

資人即使無法完全正確抓到景氣轉折點，也必須有能力在景氣循環轉折發生後的一個月

內正確判斷轉折的出現，否則投資策略績效就不會顯著優異。他們以1953年至1994年

之間NBER所認定的景氣循環轉折點去調整投資策略，即景氣觸底時投資史坦普500指

數，景氣觸頂時投資長期公司債，結果，具完美預測能力的投資人之投資績效為年化報

酬率12.53% (參見表3.11) ，如果延遲一個月調整策略的投資人之投資績效為年化報酬

率11.48%，僅比買入史坦普500指數並長期持有的年化報酬率10.93%多出0.5%，延遲

更久，績效越不如被動式投資策略。 

 

表3.11：1953-1994年隨景氣循環變化調整投資策略之結果 

 

資料來源:  Cooper and Chieffe, “Market Tim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2004 

 

如果投資人使用自己的預測方式呢？  Cooper與Chieffe使用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 (PMI) 、工業生產、產能利用率、消費者信心指數以及房屋開工率去判斷景氣循環

的轉折，這樣的轉折點與NBER認定的轉折點平均有四個月的差距，結果反而導致績效

最差。他們認為投資人缺乏正確預測景氣轉折的方法，也不可能依賴垂手可得的經濟資

料去獲得超額報酬，因此最好的投資策略就是買入史坦普500指數然後長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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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打敗大盤是每一位積極管理型基金經理人追求的目標。但基金經理人憑藉雄厚的研

究資源都不見得能夠做到，一般投資人又何以能夠做到﹖Cooper與Chieffe的研究結論

就告訴我們：即使投資人使用各種經濟數據去預測景氣轉折，結果仍是徒勞無功。如果

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那麼就意味著投資人不需要太費神去在意經濟數據的變化，甚至

不必在意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