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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衡量景氣循環之簡便作法  

 

本研究將檢測下面兩種假設，以嘗試對Cooper與Chieffe的研究結論提出反駁： 

 

假設一：投資人自行利用經濟數據進行投資可以打敗股市大盤 

 

 如果投資人可以利用經濟數據自行畫分景氣循環各階段、乃至於研判景氣循環的轉

折，是否可以依此調整資產配置而獲得比長期持股策略更好的績效？ 

 

假設二：投資人可以根據景氣循環階段的變化對投資組合進行類股輪動而

獲得較高報酬率 

 

 綜合Morris、Pring等人的建議，投資人應在不同階段投資不同產業。如果投資人可

以研判景氣循環階段的遞變，應該有機會可以獲得更高的報酬率。 

 

投資人若要自行判斷景氣循環的變化，首先必須要找到衡量景氣循環的方法。依前

文所述，景氣循環的谷底與峰頂必須等到轉折點發生後至少半年至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

獲得官方正式確認，主要原因是景氣衰退與擴張的轉折不易立即判定，而且資訊的蒐集

也有時間的落差，專家們還須花一段時間研究與討論。目前常見的衡量景氣循環之方法

為： 

1. 選取一組重要的總體經濟指標作為基準循環數列來判定景氣循環的高峰谷底基

準日期； 

2. 以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成長率之差距判定是否存在產出缺口與缺口的變化，來

判定目前景氣循環位於何種階段。 

 

但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較為複雜，也必須採用較多的經濟數據資料，並不適合一

般投資人，在實務上，資產管理公司、投資銀行與證券公司很努力在為投資人尋找簡便

的指標或方法作為判斷景氣變化以及調整投資策略的依據。以下將檢視這些簡便的衡量

景氣循環之實務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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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採購經理人指數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PMI) 是一種擴散指數。美國的PMI

包括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兩種指數，均由供應管理學會  (the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ISM) 所公布。 ISM每個月會要求美國400家各主要領域的製造業與370

家非製造業的採購與供應主管針對新訂單、生產、就業、供應商交貨時間、存貨、價格、

未交貨訂單、進口、新出口訂單、客戶庫存等項目比較本月與上一個月的情況，答案只

有三種﹕上升 (或增加) 、不變、以及下降 (或減少) ，PMI就是根據這些答案加權計算

的一種景氣領先指標。例如某一項目如果有45%回答「增加」，30%回答「不變」，25%

回答「減少」，那麼該項目的指數就是60% (= 45%+30*0.5) 。不過在計算PMI時只選擇

部份項目，例如製造業指數是由新訂單、生產、就業、供應商交貨時間、存貨五項組成，

每一項權重不一樣，新訂單項目權重最大達30%。 

 

PMI介於0到100%之間，一般認為只要超過50%，通常表示製造業景氣正在擴張，

反之，低於50則表示景氣正在衰退，因此50%被稱為製造業景氣榮枯的分水嶺﹔而據

ISM自行分析顯示，當PMI低於42.7%時，整體景氣或是GDP是處於衰退階段，高於

42.7%則處於景氣擴張階段。 

 

圖4.1：美國PMI與股票/債券相對績效表現之關係 

 

資料來源： Taylor，"Investment Tim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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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1998) 認為PMI是一項判斷股票績效將相對優於債券或劣於債券的良好參

考指標。如果PMI處於上升階段，表示企業對景氣看法趨於樂觀，利率通常會上升；反

之，當PMI處於下降軌道時，表示企業看淡未來景氣，利率通常會下跌。如圖4.1所示，

從1978年到1996年，PMI一共出現三十次大轉折，股票相對於債券的績效表現同時出現

轉折達二十六次，同時轉折的出現頻率高達87%。 

 

 Merrill Lynch的Spector與Bostjancic (2004) 也觀察在PMI上升或下降的階段，不同

產業的股價表現。從1973年到2004年之間美國PMI一共發生9次循環，當PMI處於由谷

底上升到峰頂的階段，史坦普500指數平均年增率為上漲13%，若PMI由峰頂至谷底，

則股票價格平均只上升5.3%。同時，當PMI處於下降階段時，景氣循環型股票的股價表

現會不如防衛型與利率敏感類股；反之，當PMI處於上升階段時，不動產、科技、工業、

基本原物料及循環財貨/服務表現較佳，而防禦型類股例如公用事業、電力服務及民生必

需品表現較弱 (參見表4.1)。 

 

表4.1：美國各類股在PMI由高點下滑至低點期間表現 (1973-2004年) 

 

資料來源: Merrill Lynch, “The Market Economist”, 200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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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美國PMI與對景氣循環股/防衛型股價相對表現 

 

資料來源： Trahan, Walters, and Portny, “A cyclical Bear or a Sleeping Bull?”, Bear 

Stearns, September 14, 2004 

 

投資銀行Bear Stearns的分析師Trahan, Walters以及Portny (2004) 也利用PMI來

檢視景氣好壞對美國不同類股的影響 (參見圖4.2) 。他們發現當製造業PMI上升時，景

氣循環類股 (cyclical-sensitive) 股價相對於抗衰退的防禦類股 (recession-resistant) 

股價表現較好 (以景氣循環類股價除以防禦類股價所得的比率大於一) ；PMI下跌時，

抗衰退的防禦類股 (recession-resistant) 股價表現較好。 

 

第二節 債券殖利率曲線 

 

債券殖利率曲線是指在某一時點，各種不同到期日的債券之殖利率所串連起的一條

曲線，正常情況下該曲線應該維持正斜率，也就是長天期債券殖利率要高於短天期債券

殖利率。 

 

一般相信債券殖利率曲線的變化可以預測未來景氣的榮枯 – 當殖利率曲線平坦化 

(flattening) ，也就是長短天期債券殖利率的差距縮小時，未來景氣可能變差﹔反之，當

當殖利率曲線陡峭化 (steepening) ，也就是長短天期債券殖利率的差距擴大時，未來

景氣可能變好。根據克里夫蘭聯邦準備銀行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委託Bordo和Haubrich (2004) 所作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125年期間，債券殖利率曲線

確實對於美國未來景氣榮枯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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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如果以美國10年期與2年期債券殖利率差的變化與美國GDP年率變化來觀

察，即可發現自1976年以來，至少有三次當殖利率差距縮小至零以下時 (代表殖利率曲

線不但已經完全平坦，而且已由正斜率轉變為負斜率 – 長天期債券殖利率低於短天期

債券殖利率水準) ，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 (參見圖4.3) 。 

 

圖4.3﹕美國債券殖利率差與美國GDP成長率之關係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儲備局(Fed)與美國商務部 

 

此外，表4.2是Spector與Bostjancic (2004) 另一項研究結果，該研究結果顯示債券

殖利率曲線也可協助判斷產業的輪動。在1992年至2004年期間，美國公債殖利率曲線

一共發生11次平坦化 (flattening) --  即長短天期債券之殖利率差距縮小。當殖利率曲線

開始平坦化時，通常也就是債市投資人認為關於經濟成長與通膨的利空消息已經過去；

換言之，經濟成長速度將減緩才會使物價上漲的壓力減輕。這對債市而言是好消息，但

對股市而言卻是壞消息。此時對景氣較為敏感的產業股價不但打敗大盤的機率較小，平

均相對於大盤的績效也較差，例如工業與原物料產業；表現較佳的則是金融與醫療產業 

(參見表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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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史坦普500各類股在美國公債殖利率曲線平坦化期間表現 (1992-2004年) 

 

資料來源: Merrill Lynch, “The Market Economist”, 2004年8月20日 

 

第三節 產出缺口與產能利用率  

 

Okun (1962) 將潛在產出定義為：不會引起通膨的充份就業情況下之最大產出。進

一步引申其義來說，潛在產出一般是指在非加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現有的勞動力、資

本與技術所能實現的生產水平。而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差距稱為產出缺口 (output 

gap)，它反映了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差異 (劉睿，2004)。如果產出缺口為正，且正

在擴大，表示總需求大於總供給，通膨壓力就會上升﹔反之，若產出缺口為負，且正在

擴大，即表示總需求小於總供給，通膨壓力會減輕，甚至會有通貨緊縮的壓力。 

 

換言之，如果存在正產出缺口，且正在擴大，表示景氣良好﹔反之則表示景氣變差。

從附圖4.4中可以看出從1980年至2004年之間，美國實際經濟成長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 (IMF) 估算的美國產出缺口之間的確存在正相關性。 

 

因此，如果可以估算與預測產出缺口的變化，即可以預期未來景氣的變化。計算潛

在產出的方式很多，不論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國際貨幣基金 (IMF) 、或是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的模型，共同特色是計算過程複雜，也需要不少的人為主

觀判斷，非一般投資人可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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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美國1980年至2004年實際經濟成長率與產出缺口變化  

(2005與06年產出缺口為IMF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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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國際貨幣基金 (IMF)  

 

圖4.5﹕美國實際經濟成長率、IMF估算的產出缺口、以及簡化公式計算的產出缺口變化 

(1980年至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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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國際貨幣基金 (IMF)、本研究 

 

Krugman (2000) 將潛在經濟成長水準簡化為勞動力的成長率加上勞動生產力成長

率  ，如果利用美國勞工部公布的勞動人口成長率以及商業生產力  (business 

productivity) 成長率相加得出潛在經濟成長率，再以實際經濟成長率與此潛在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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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減，即可得出產出缺口 (如附圖4.5)，而此簡化計算公式的產出缺口與實際經濟成

長率的相關係數達0.69，IMF估算的產出缺口與實際經濟成長率的相關係數僅有0.42 (參

見表4.3) 。 

 

表4.3﹕美國實際經濟成長率、IMF估算的產出缺口、簡化的產出缺口、產能利用率之相

關係數矩陣表 (1980年至2004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4.6﹕美國實際經濟成長率、簡化的產出缺口以及產能利用率變化 

(1980年至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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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聯邦儲備局、本研究 

 

不過，美國勞工部公布的生產力數據為每季公布，可能無法及時反映經濟的變化，

因此亦有人借助聯邦儲備局 (Fed) 公布的產能利用率 (capacity utilization) 來研判經

濟活動的水準與持續性。產能利用率是指工業 (包括製造業、礦業、公用事業等) 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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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設備開工運作的比率，又稱為開工率。該數據是由聯邦儲備局公布，每月公布一次。 

 

 從圖4.6中可以看出當產能利用率越高時，景氣表現越好，雖然它與實際經濟成長

率的相關係數只有0.54 (參見表4.3) ，但是與產出缺口的相關性頗高，加上每月公布一

次的特性，因此可以用來預期產出缺口的變化乃至於景氣的變化。 

 

第四節 景氣領先、同時與落後指標 

 

雖然景氣的好壞可以從諸多媒體上獲得許多相關資訊，然而對於平日辛苦工作的投

資人而言，要想從如此繁雜的資訊中整理出景氣的脈絡，並非易事。所幸已有機構專門

將各式各樣的經濟數據整理成幾個簡單的指數供人判斷景氣的方向，省卻投資人不少時

間。美國經濟諮商會 (The Conference Board) 所公布的景氣循環指數 (business cycle 

indicators) 便是其中之一。 

 

圖4.7：景氣領先、同時與落後指標的先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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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政府於1995年12月委託美國經濟諮商會編輯與公布景氣循環指標，事實上包

括了景氣的領先、同步與落後三種指標。每一種指標都由若干經濟數據加權平均計算而

成 (參見表4.4) ，如此一來就把每一種經濟數據的波動予以平滑化。使用者藉由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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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可以判定景氣循環目前所處的位置。景氣領先指標故名思義就是通常會在景氣轉折

之前率先出現轉折，同步指標則是與景氣同時轉折，落後指標的轉折則發生在景氣轉折

之後。 

 

如圖4.7所示，領先指標觸及峰頂之後一段時間，同時指標也觸及峰頂，然後是落

後指標觸頂，接下來是領先指標觸及谷底，接著是同時指標與或落後指標分別觸及谷

底，然後又是領先指標觸頂，如此週而復始。 

 

表4.4：美國景氣指標組成成份 

 

資料來源: The Conference Board 

 

在這三種指標中，領先指標尤其獲得重視，因為它的主要價值就是預告景氣的轉

折，尤其提供對景氣即將衰退的訊號。然而，並非領先指標的單月上升或下跌就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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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即將轉折，還必須判斷指標升降的幅度、持續時間，由於涉及到人為主觀判斷，因

此免不了誤判，這是投資人必須注意的地方。 

 

由於股價為景氣領先指標的組成成份之一，因此當我們判定落後指標觸及峰頂之

後，就可預知股市動能即將加速上升，當判定落後指標觸及谷底後，就可預知股市動能

即將減緩速度。因此，Dagnino (2001) 建議使用景氣領先、同時與落後指標的架構去

研判市場行情的趨勢與轉變。其中對股市投資人來說，落後指標的位置反而是最重要的

關鍵。 

 

圖4.8：經濟與金融循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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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4.8所示，根據景氣領先、同時與落後指標峰頂與谷底之位置的不同，Dagnino

將經濟與金融循環分成六種排列結構： 

 A：領先與同時標繼續上升，落後指標觸及谷底後上升 

B：領先指標觸及峰頂後下降，但同時與或後指標仍在上升 

 C：領先指標繼續下降，同時指標觸及峰頂後下降，但落後指標繼續上升 

D：領先與同時指標繼續下降，落後指標觸及峰頂後下降 

 E：領先指標觸及谷底後上升，同時與落後指標繼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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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領先指標繼續上升，同時指標觸及谷底後上升，但落後指標繼續下降 

 

Dagnino利用這六種結構來判定景氣趨勢，他並未說明投資人在面對每一結構時必

須採取的對策，僅強調如果使用簡易的方法，領先指標可以採用貨幣供給額成長率與股

價，同時指標採用工業生產，落後指標採用通貨膨脹率、利率與商品價格成長率。 

 

如前所述，統計充足性係 (statistical adequacy) 指統計資料取得的範圍、資料時

間的長短、統計誤差等。如表4.5所示，在以上四種指標中，除債券殖利率曲線可以每

日取得之外，其餘指標均為按月公布，公布時間與實際景氣落差不到一個月，而公布機

構均具有公信力，至2004年止的資料時間長度短則37年、長則56年，均符合需求。 

 

表4.5 PMI、債券殖利率曲線、產能利用率與景氣循環指標的資料特性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次，經濟重要性 (econom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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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與產能利用率僅代表製造業與工業活動，殖利率曲線則代表債券市場行情，三種單一指

標所涵蓋的經濟活動並不廣﹔僅有景氣循環指標符合此條件。 

 

第五節 小結 

 

在逐一檢視過PMI、債券殖利率曲線、產能利用率與景氣循環指標之後，我們以經

濟重要性及統計充足性作為我們從這些指標中選取的標準。總結上面所述，本研究將優

先考慮採用景氣循環指標作為衡量景氣循環的主要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