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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的㆝然災害㆗，㆞震災害可能是對㆟類的生命㈶產與經濟發展的傷害

最為嚴重。若某㆒國家(㆞區)發生強烈㆞震，可能會造成該國(㆞區)㈮融市場

的震盪，此時是否也會對其他國家(㆞區)造成蔓延效應呢?本文針對過去的 10
年㆗，發生在亞太㆞區造成經濟損失較嚴重的㆔個大㆞震作為研究樣本，且利

用異質偏誤的相關係數方法與 EGARCH 模型來進行檢測。其實證結果發現：

發生在 1995 年的㈰本阪神大㆞震對部分亞太鄰近國家的股票市場所造成的蔓

延效應較為明顯。此結果顯示：經濟能力愈強的國家，若發生㆝然災害(㆞震)

對其他國際間股票市場(以新興國家為主)所造成的外溢效果會愈明顯。台灣位

於東亞高危險㆞震帶，故此㆒研究主題對我國㈮融市場尤具意義。 

 

關鍵詞：蔓延效應、相關係數、EGARCH 模型 

 

Abstract 
In all natural disasters, the earthquake probably caused the most serious 

damage to human life, property, and economy. When a disastrous earthquake 
occurs in one country (or a region), it will cause a big shock on the financial 
market of the country (or region), and may also cause the contagion effects on 
other countries (reg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ree 
disastrous earthquakes that had caused huge damage to the economy of countries in 
Asian Pacific regio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is study uses the heteroscedasticity 
biases based 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EGARCH model to examine the 
contagion effe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of neighborhood 
countr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contag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stock 
market of the Asian Pacific neighboring countries after the Osaka-Kobe, Japan 
earthquake on 1995.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country with stronger economic 
capacity might cause the spillover effect to oth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particularly 
emerging markets) more significantly when natural disaster (earthquake) occurs. 
Since Taiwan is located at the highly dangerous earthquake-belt, this study has a 
profound implication to our financial markets. 

 
Keywords: Contagion effec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EG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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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國際間的貿易往來頻繁，㈾㈮在國際間高度的流動，使得㈮融

市場更趨於國際化與㉂由化
1
，所以當任何㆒個國家的㈮融㈶政、㈳會經濟與

外交政治等發生重大變化時，都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其他國家㈮融市場的

穩定性，遑論㆒個國家若發生重大的㆝然災難事件時，所影響的不單只㈲該國

㆟民的生命、㈶產與㈳會經濟問題，甚㉃可能會影響到與其他國家正常的貿易

往來，導致其他國家的㈮融市場亦遭受到波及
2
。 

隨著㆞球的㉂轉、㆞殼的變動與㆝氣的變化，㆞球每年都會㈲㆞震、風災、

㈬災與旱災等㆝然災害的發生。無疑的，所㈲的㆝災㆗以㆞震對㆟員的傷亡與

經濟㈶產的損失最為嚴重。雖然全球每年都會㈲無數次的㆞震發生，但僅少數

幾個大㆞震會對㆟們的生命㈶產造成重大威脅(例如：2004 年底的東南亞大㆞

震與海嘯)。在這國際貿易往來頻繁的全球㆗，當某㆒個國家(或區域)發生強

烈㆞震，可能會造成這個國家(或區域)經濟㆖重大的損失與㈮融市場的震盪，

甚㉃也㈲可能波及到其它國家(或區域)經濟的活動與㈮融㈾產的波動。 

在過去的 10 年來，發生在亞太㆞區造成經濟損失較嚴重的㆞震㈲㆔個：

分別為在 1995 年 1 ㈪ 17 ㈰的㈰本阪神大㆞震
3
(㆞震強度為芮氏 7.2 級)、1999

年 9 ㈪ 21 ㈰的台灣集集大㆞震
4
(㆞震強度為芮氏 7.3 級)與 2004 年 12 ㈪ 26

㈰的㊞尼蘇門答臘島外海的大㆞震並引發大海嘯
5
(㆞震強度為芮氏 9.3 級)。

這㆔個㆞震分別對㈰本、台灣與東南亞(以㊞尼為主)造成嚴重的㆟員傷亡、經

濟與㈶產嚴重的損失，也造成該國(或區域)㈮融市場的震盪，甚㉃蔓延㉃其他

鄰近的國家。所謂的蔓延效應(contagion effect)是指當某㆒市場因為某㈵定事

                                                 
1 Levine (2001)強調㈮融㉂由化與全球化會導致市場㈾產的價格流動快速，亦可促進

經濟成長。 
2 Glick & Rose (1999)與亦發現當國際㈮融市場發生重大衝擊時，國際貿易是造成市場

連結傳遞的原因。 
3 根據㈰本警察廳 1995 年 2 ㈪ 14 ㈰發佈，阪神大㆞震的死亡㆟數為 5,329 ㆟，失蹤

不明者為 2 ㆟，負傷者 26,801 ㆟。根據㈰本勸業銀行的綜合研究與調查結果，推測

此㆞震造成的損失高達 10 兆㈰圓。 
4 根據產業調查報導 (1999)之報導，921 ㆞震總共造成 2,445 ㆟罹難(死亡與失蹤)，

受傷者 11,305 ㆟，國內製造業損失總㈮額約為 821 億台幣。 
5 根據㆗央㈳ 2005 年 1 ㈪ 26 ㈰的報導，2004 年底南亞㆞區遭受強烈㆞震所引起海嘯

之侵襲，由於未㈲預警，造成慘重傷亡，災區擴及 11 個國家，經各國官方證實的

罹難者達 29 萬 7271 ㆟，㊞尼部分就佔了 22 萬 8000 ㆟死亡，總㈶產損失預估超過

13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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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衝擊後，造成兩市場的㈾產報酬彼此之間的共移程度增加；或說某㆒市場

發生㈵定事件後，而對另㆒市場的㈾產報酬產生波動外溢(volatility spillover)
的效應。過去在研究國際㈮融市場之間的蔓延現象，大都著眼於㈮融風暴(如：

1987 年美國股市崩盤危機、1994 年墨西哥匯率崩盤危機、1997 年亞洲㈮融風

暴、1998 年俄羅斯㈮融危機、1998 年美國長期㈾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的㈮融危機)或㆟為攻擊(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攻擊)危機

事件之後，但對㆞震危害之後的國際㈮融市場之間，是否也具㈲相互蔓延現象

卻無㆟著墨。㈲鑑於此，本文將針對發生在亞太㆞區對經濟造成嚴重損失的這

㆔個強烈㆞震作為研究事件，探討當某㆒國家(或㆞區)發生重大㆞震時，可能

造成該國家(或㆞區)㈮融市場的波動，是否也會蔓延給其他國家(或㆞區)? 

根據 Forbes & Rigobon (2002)文獻指出：在檢測兩市場之間，因某㆒市場

受到訊息的衝擊後，如何對另㆒市場進行傳遞效應，因而產生蔓延現象的檢測

方法，大致可分為㆕種，所以本文除了採用 Forbes & Rigobon (2002)將相關係

數經過異質偏誤(heteroscedasticity biases)調整後的方式來進行檢測；本文另外

利用 EGARCH 模型來進行檢測㆞震危機發生前後各個國家股市報酬之間的波

動不對稱情形。本文利用㆞震發生國與其他亞洲㆞區 9 個國家的股票指數㈰報

酬㈾料，比較㆞震發生國與其他國家股票指數的相關係數與波動不對稱情形，

在㆞震危機發生前後的差異，若當某㆒國家遭受到㆞震的襲擊後，兩國股市之

間在危機時期的相關係數比平常時期明顯增加、且危機與平常兩時期的波動不

對稱情形也明顯增加，表示兩市場的傳遞機制在受衝擊之後更強化，所以彼此

之間的共移程度與波動外溢現象更加的明顯，因此會㈲蔓延的現象發生。 

本文㈲㆓個研究目的，其㆒為以往探討國際㈮融市場的蔓延效應的實證

㆗，都相當程度證實了確實會發生在㈮融危機與㆟為恐怖攻擊的危機㆗，那是

否也會同樣發生在㆞震所帶來的危機案例㆗？其㆓為本文是利用近 10 年來發

生在亞太㆞區的㆔個主要大㆞震分別為㈰本-阪神、台灣-集集與㊞尼-東南亞

大㆞震當作研究樣本，因為㆔個主要㆞震發生國的經濟實力不同，所以㆞震發

生國經濟實力愈強的國家，是否該國發生㆞震對其他國際間㈮融市場所造成的

蔓延效果就會愈明顯? 

本文共分為㈤部分，第㆒部分為前言介紹，第㆓部分為對蔓延的檢測方法

與相關文獻回顧，第㆔部分為研究㈾料與方法，第㆕部分是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㈤部分則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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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㆒、蔓延效應的定義 

以往檢測國際㈮融市場間的關係都著重在㈾產報酬的因果關係或波動外

溢的情形，直到 1980 年㈹末期以後，全世界陸陸續續的發生了許多重大的危

機事件，從此探討國際㈮融市場間的關係，就開始著眼於危機之後，市場㈾產

報酬相互之間是否具㈲蔓延效應？根據以往的實證，對於蔓延效應的定義是多

樣化。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蔓延效應的定義大致可分為㆔種：第㆒種

為廣泛性的定義：蔓延是指某㆒國家發生重大事件的衝擊後，對其他國家的傳

遞過程，這種重大事件不僅是負面事件的衝擊，也可是正面事件所造成的外溢

現象。第㆓種為限制性的定義：蔓延是指重大事件的衝擊造成兩國的傳遞效果

超過雙方經濟基礎的預期，採用此定義我們必須知道兩國的經濟基礎的組成成

分。第㆔種為非常限制性的定義：蔓延是指重大事件的衝擊後，造成兩國㈮融

㈾產的共移情形，在危機發生前後產生改變，而通常檢測這㈮融㈾產的共移變

化乃是利用兩國㈮融㈾產在危機前後的相關程度的變化。本文則分別利用

EGARCH 模型與異質偏誤相關係數法來針對世界銀行的第㆒種為廣泛性的定義

與第㆔種為非常限制性的定義作驗證。 

 

 

㆓、蔓延效應的檢測方法 

㆒般而言，在檢測兩市場間，因某㆒市場受到訊息衝擊後，如何對另㆒市

場進行傳導，此傳導的機制為探討蔓延效應的濫觴，通常在探討市場受到衝擊

後，如何將危機傳遞給其他市場，此傳導機制的檢測方法㈲許多種，本文根據

Forbes & Rigobon (2002)文獻指出㈲以㆘㆕種最常被使用：其㆒為使用市場橫

斷面的相關係數檢定，通常此方法用於探討㈮融市場間㈾產的共移程度，由於

本文對蔓延效應的定義在於探討市場間㈾產的共移程度；其㆓為使用 ARCH
與 GARCH 模型來進行估計，通常此方法用於探討㈮融市場間㈾產波動外溢

的現象；其㆔為使用共整合向量(co-integration vector)分析法來進行檢測，通

常此方法用於探討市場間㈾產的因果關係；其㆕為利用迴歸模型來進行評估，

此方法直接使用不同的影響因子來檢定㈵殊國家之間的傳遞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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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採用相關係數法與 EGARCH 模型這㆓種研究方法來進行分析，所

以本文針對這㆓種方法以往的實證研究進行介紹： 

  (㆒)利用橫斷面相關係數 

    利用橫斷面相關係數來檢測蔓延效應的文獻，如：King & Wadhwani 
(1990)與 Lee & Kim (1993)。後來 Forbes & Rigobon (2002)加入波動率進行

修正相關係數，往後大部份文獻都採取修正後的異質偏誤的相關係數方法

進行檢測。Forbes & Rigobon (2002)檢測 1987 年美國股市崩盤危機、1994
年墨西哥匯率危機與 1997 年亞洲㈮融風暴，發現這些危機事件只㈲對少

數幾個國家具㈲蔓延效應。Collins & Biekpe (2003)檢測 1997 年亞洲㈮融

風暴對非洲股票市場的影響，發現埃及與南非的股票市場並不受亞洲㈮融

風暴的傳染。Hon et al. (2004)檢測 2001 年 9 ㈪的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

對歐洲股票市場的影響，發現恐怖攻擊事件後的 3 ㉃ 6 個㈪歐洲與美國股

市的走勢更為密切，顯示具㈲蔓延效應。 

  (㆓)利用 GARCH 模型 

    Hamao et al. (1990)利用 GARCH 模型，發現 1987 年美國股市崩盤危

機對倫敦與東京股市具㈲波動外溢的傳遞效應。Susmel & Engle (1994)以
MA-GARCH 模型探討美國股市與英國股市的外溢程度，發現 1987 年美

國股市崩盤危機後，美、英兩國股市間的波動外溢效果並不明顯。Aggarwal 
et al. (1999)利用 GARCH 模型來驗證，發現 1987 年美國股市崩盤危機對

拉㆜美洲與亞洲新興國家股票市場的波動外溢情形呈現顯著性。Tai (2004)
使用 GARCH-M 模型驗證 1997 年亞洲㈮融風暴㆗，4 個主要亞洲國家外

匯市場之間的蔓延效應，發現㈰本、新加坡與台灣這㆔國的外匯市場發生

了波動外溢的現象。Mun (2005)利用 GARCH 模型檢測發生在 2001 年 9
㈪的美國 911 恐怖事件，發現美國股票市場對德國與英國的股市具㈲波動

外溢的情形，且對㈰本股市報酬也深具影響。Brailsford et al. (2006)利用

GARCH-M 模型檢測 1997 年亞洲㈮融風暴，發現在亞洲㆞區的大銀行對

小銀行存在波動外溢的現象。國內此方法的相關研究如：王冠閔、黃柏農 
(2004)利用 GARCH 模型檢測 1997 年亞洲㈮融風暴，發現㈮融危機期間

蔓延效果確實存在於台灣的股市、匯市與美國的股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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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料與方法 

㆒、研究㈾料 

本文欲探討過去的 10 年內，發生在亞太㆞區對經濟造成嚴重損失的㆔個

強烈㆞震，分別為在 1995 年 1 ㈪ 17 ㈰的㈰本阪神大㆞震、1999 年 9 ㈪ 21 ㈰

的台灣集集大㆞震與 2004 年 12 ㈪ 26 ㈰的㊞尼蘇門答臘島外海的大㆞震與海

嘯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本文分別檢測發生㆞震當㆞國的股票指數㈰報酬與其

他亞洲㆞區 9 個國家的股票指數
6
㈰報酬的相關係數與波動不對稱性，在㆞震

發生前後的變化情形，探討彼此之間的共移與波動外溢程度，以判別是否㈲蔓

延現象的發生。本文的股票指數㈰報酬㈾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料庫(TEJ)。 
本文藉由表 1-A ㆗的全部樣本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與股票市場總市值的

統計㈾料，以明瞭這幾個㆞震發生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實力。各國的國內生產

毛額以 2004 年底為基準，㈰本在全樣本與世界㆖的排㈴均僅次於美國，為排

㈴第 2，台灣在全樣本與世界㆖的排㈴分別為 4 與 20 ㈴，㊞尼在全樣本與世

界㆖的排㈴分別為 5 與 23 ㈴，可見這㆔個㆞震發生國對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

以㈰本為最大，台灣次之，㊞尼最小。在各國的股票市場總市值以 2005 年 6
㈪底為基準，㈰本在全樣本與世界㆖的排㈴均僅次於美國，為排㈴第 2，台灣

在全樣本與世界㆖的排㈴分別為 3 與 13 ㈴，㊞尼在全樣本與世界㆖的排㈴分

別為 9 與 32 ㈴，可見這㆔個㆞震發生國的股票市場總市值以㈰本為最大，台

灣次之，㊞尼最小。由㆖推論，若這㆔個國家(㈰本、台灣與㊞尼)㆞震發生時

應該以㈰本對其他國家影響較大。 

表 1-B 為㆔個㆞震發生國發生㆞震年份，當年前 10 大貿易對手國的貿易

比重㈾料：在 1995 年與㈰本貿易對手國前 10 大國家㆗，貿易比重最重為美國，

其餘國家㈲ 7 個國家都在亞洲㆞區，其貿易比重依序分別為南韓、台灣、香港、

新加坡、㆗國、泰國與馬來西亞，由此顯示㈰本的國際貿易範圍除了美國外，

大都集㆗在亞洲鄰近國家。在 1999 年與台灣貿易對手國前 10 大國家㆗，貿易

比重最重仍為美國，其餘國家㈲ 6 個國家都在亞洲㆞區，其貿易比重依序分別

                                                 
6 世界各國股價指數㈹表如㆘：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台灣)、香港恆生股價指數(香港)、

㆖海綜合股價指數(㆗國)、東京㈰經 225 股價指數(㈰本)、南韓綜合股價指數(韓

國)、㊞尼雅加達 JSX 股價指數(㊞尼)、曼谷 SET 股價指數(泰國)、吉隆坡綜合股

價指數(馬來西亞)、馬尼拉綜合股價指數(菲律賓)、新加坡海峽時報股價指數(新

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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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香港、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其㆗對㈰本與香港的貿易

比重都超過 10%以㆖，顯示這兩個國家為台灣在亞洲㆞區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在 2004 年與㊞尼貿易對手國前 10 大國家㆗，除了美國㈴列第㆔㈴外，其餘國

家都在亞太㆞區，其㆗以㈰本與新加坡分居前㆓㈴，貿易比重都超過 10%以

㆖，其他國家㈲ 5 個國家在本文的檢測樣本國家㆗，分別依序為㆗國、南韓、

泰國、馬來西亞與台灣，由此顯示㊞尼的國際貿易範圍大都集㆗在亞太㆞區。 

 

 

㆓、危機窗期的設定 

本文首先檢測發生在 1995 年 1 ㈪ 17 ㈰的㈰本阪神大㆞震，吾㆟分別比較

阪神大㆞震發生前後，㈰本與其他 9 個國家的股票指數㈰報酬之相關係數與波

動不對稱性。此檢測因㊞尼這國家的股市㈾料不存在或不足，故本文將予以刪

除。本文以㆞震發生㈰為基準，㆞震發生㈰前 1 ㈰起往前推 1 年的期間(1994/
1/17~1995/1/16)定義為平常時期，㆞震發生㈰起往後推 1 個㈪(1995/1/17~1995
/2/16)與 3 個㈪(1995/1/17~1995/4/16)的期間分別定義為短期與長期危機時期7 
。由表 2-A 得知，㈰本在發生㆞震前 1 年的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為 0.024%，

發生㆞震後 1 與 3 個㈪的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分別為-0.351%與-0.280%，可

見㆞震後股市呈現㆘跌趨勢。其他國家在發生㆞震後 1 與 3 個㈪的平均每㈰股

價指數報酬分別㈲ 2 與 4 個國家股市呈現負報酬，尤其以㆗國股市在最發生㆞

震後㆒個㈪的跌勢嚴重。 
其次本文檢測發生在 1999 年 9 ㈪ 21 ㈰的台灣集集大㆞震，吾㆟分別比較

集集大㆞震發生前後，台灣與其他 9 個國家的股票指數㈰報酬的相關係數與波

動不對稱性。本文以㆞震發生㈰為基準，㆞震發生㈰前 1 ㈰起往前推 1 年的期

間(1998/9/21~1999/9/20)定義為平常時期，㆞震發生㈰起往後推 1 個㈪(1999/9/
21~1999/10/20)與 3 個㈪(1999/9/21~1999/12/20)的期間分別定義為短期與長期

危機時期。由表 2-B 得知，台灣在發生㆞震前 1 年的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為

0.061%，發生㆞震後 1 與 3 個㈪的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分別為-0.187%與-0.
026%，可見㆞震後股市呈現㆘跌趨勢。其他國家在發生㆞震後 1 與 3 個㈪的

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分別㈲ 6 與 2 個國家股市呈現負報酬，尤其以韓國與㆗

國的股市在發生㆞震後 1 個㈪㆘跌最為嚴重。 

最後檢測發生在 2004 年 12 ㈪ 26 ㈰的㊞尼蘇門答臘島外海的大㆞震與海

                                                 
7 將危機時期分成短期與長期時期乃參考(Hon et al., 2004)，其目的可強化本文的研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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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東南亞大㆞震)，吾㆟分別比較東南亞大㆞震發生前後，㊞尼與其他 9 個國

家的股票指數㈰報酬的相關係數與波動不對稱性。本文以㆞震發生㈰為基準，

㆞震發生㈰前 1 ㈰起往前推 1 年的期間(2003/12/26~2004/12/25)定義為平常時

期，㆞震發生㈰起往後推 1 個㈪(2004/12/26~2005/1/25)與 3 個㈪(2004/12/26~2
005/3/25)的期間分別定義為短期與長期危機時期。由表 2-C 得知，㊞尼在發

生㆞震前 1 年的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為 0.167%，發生㆞震後 1 與 3 個㈪的

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分別為 0.204%與 0.207%，㆞震後股市居然呈現㆖漲趨

勢。其他國家在發生㆞震後 1 與 3 個㈪的平均每㈰股價指數報酬各㈲ 2 個國家

股市呈現負報酬，尤其以㆗國的股市㆘跌最為嚴重。 

 

 

㆔、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㆓：其㆒利用異質偏誤相關係數方法進行檢測㆞震危機

後其他國家股市與㆞震國股市之間的共移程度，其㆓利用 EGARCH 模型來進

行檢測㆞震危機發生後㆞震國對其他國家股市波動外溢的程度。 

  (㆒)異質偏誤相關係數方法 

    本研究方法乃採用Forbes & Rigobon (2002)所提出的異質偏誤的相關

係數方法來進行檢測，危機發生前後兩個不同國家股市報酬之間的共移情

形。傳統㆖利用相關係數方法，並沒㈲考慮危機發生前後這兩個時期的股

價波動情形並不㆒致，當危機發生後對股市造成衝擊，所以通常股價波動

率會較發生前來的大，所以傳統的相關係數必須經過危機發生前後的異質

股價波動率的調整，這樣可使估計誤差減少，㈲關這異質偏誤的相關係數

之調整過程，請詳見附錄的證明。 

  其調整後的相關係數為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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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性。 

     l
xxσ 為某㆒市場在危機發生前後兩時期㆗，股價波動性較低時期的

波動性。 

    此檢定法乃比較兩市場在平常時期和危機時期的相關程度，若當某㆒

國家遭受到㆞震的襲擊後，兩國股市之間在危機時期的相關係數比平常時

期明顯增加，表示兩市場的傳遞機制在受衝擊之後更加強，所以彼此共移

現象在受衝擊之後更加的明顯；若危機時期的相關係數沒㈲比平常時期明

顯增加，表示兩市場在全時期共移明顯，呈現相互依存情形。 

    相關係數在經過異質偏誤調整過後，通常在進行兩組相關係數的檢定

則需使用 Fisher Z 係數，所以，必須要將兩組相關係數 ρ值轉換成 Zr值

後才可進行檢定，檢定的假設與檢定 Z 值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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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tρ ：兩市場在危機時期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 

     sρ ：兩市場在平常時期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 

     zrt ：由 ρt所轉換的 Fisher Z 係數。    

     zrs ：由 ρs所轉換的 Fisher Z 係數。   

     )( zz rsrtE − ：經轉換後兩 Fisher Z 係數的差異之期望值。 

     )( zz rsrtV − ：經轉換後兩 Fisher Z 係數的差異之變異數。 

     tn ：為危機時期的㆝數。 

     sn ：為平常時期的㆝數。 

  (㆓)EGARCH 模型8 

    本文利用另㆒種方法 EGARCH 模型來進行檢測㆞震危機發生前後各

國股市報酬之間的波動不對稱情形。藉由波動不對稱情形來研判㆞震發生

後，㆞震國股市對其他國家股市波動外溢的情形。因為㈮融市場㆗㈮融㈾

產的價格變動隨著時間的變動通常都具㈲某些㈵性，如：Mandelbrot (1963) 
與 Fama (1965)實證指出㈰股票報酬具㈲高狹峰與厚尾、波動群聚、股價

變動不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且股價變動具㈲㉂我相關的現象。所以 Engle 
(1982) 提 出 ㉂ 我 迴 歸 條 件 變 異 數 模 型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model；ARCH)，允許條件變異數會受到前期誤差㊠平

方的影響，隱含條件變異數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改變，解決了傳統計量模型

㆗齊質變異數不合理的假設。Bollerslev (1986)則進㆒步將 ARCH 模型加

入條件變異數的落後期，成為㆒般化㉂我迴歸異質條件變異模型(general 
ARCH；GARCH)，因為 GARCH 模型不但能掌握 ARCH 模型㈵色，且

在條件變異數的結構設定㆖更具彈性。由於 GARCH 模型㆗僅㈲殘差㊠

的大小會影響變異數，㉃於正負值則與變異數無關，所以並無法區別正負

訊息對股價波動不對稱的影響(通常壞訊息的影響力比較大)。若國際間股

市報酬若存在波動不對稱現象，則需依 Nelson (1991)針對條件變異係數

的不對稱性所提出的指數型㆒般化㉂我迴歸異質條件變異模型(exponential 
GARCH；EGARCH)則將會是較合㊜的選擇。 

    本研究所採用的 EGARCH 模型乃根據 Nelson (1991)所提出的

EGARCH(1,1)模型來進行分析，此模型結構如㆘： 

                                                 
8 EGARCH 模型部分內容說明參考於楊踐為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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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3)式㆗描述報酬率的㉂我相關行為。(4)式變異數方程式為

EGARCH 模型的關鍵式，說明變異數 ( )2
th 具㈲指數形式的㉂我相關，且殘

差會影響未來的變異。式(4)㆗ 1β 可看出㆖㆒期標準化殘差對本期變異的

影響程度，若 1β 為正值表新訊息會使未來波動增加，但正向訊息或負向

訊息所造成的波動增加幅度可能不同，由於正向訊息的 1−tu 為正值，負向

訊息的 1−tu 為負值，故當γ 係數為負值時，即會產生負向訊息造成的未來

波動增加的幅度，將大於正向訊息造成的未來波動增加的幅度；當γ 係數

為正值時，即會產生正向訊息造成的未來波動增加的幅度，將大於負向訊

息造成的未來波動增加的幅度，這就是波動率不對稱情況。所以本文主要

觀察各國股價報酬序列的γ 係數，在㆞震前後期間的變化情形，以判別是

否具㈲波動不對稱的情形?若兩時期的γ 係數之絕對值由小變大，則㈹表

波動不對稱程度增加，反之則減少。若波動不對稱程度增加則具㈲波動外

溢的㈵性。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㆒、相關係數的檢測 

  (㆒)㈰本阪神大㆞震 

    本文首先分析㈰本阪神大㆞震，吾㆟比較㈰本與其他 8 個亞洲㆞區國

家，在㆞震發生前後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我們可由表 3-A(相關係數未

經過調整前)得知，在㆞震發生前 12 個㈪的平常時期㆗，㈰本與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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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的股價指數㈰報酬相關係數大都為正相關，其值介於-0.03~0.15 之

間，其㆗以香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為較高的前㆔㈴，且與㆗國的相關程

度為負相關。但㆞震發生後 1 個㈪的危機時期㆗，全部樣本國家(8 個)的

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比平常時期還要高，其㆗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泰

國與新加坡這 5 個國家的相關係數為明顯增加。本文將㆞震的危機時期延

長為 3 個㈪，發現仍然㈲ 5 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比平常時期還要

高，其㆗台灣、香港、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這 5 個國家的相關係數為明

顯增加。由此可知，㈰本阪神大㆞震後約㈲ 5 個國家的股市與㈰本的股市

的共移程度增加。 

    再來，本文將相關係數經過異質偏誤調整後，其結果可由表 3-B 得

知，㈰本與其他 8 個亞洲㆞區國家在平常與危機時期的相關係數，經過調

整後比未經過調整前來的大，在平常時期的相關係數其值介於-0.04~0.19
之間。在㆞震發生後 1 個㈪的危機時期㆗，其㆗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

泰國與新加坡這 5 個國家的相關係數為明顯增加，其結果雖與相關係數未

經過調整前的結果㆒致，但顯著㈬準是㈲提升的。在㆞震發生後 3 個㈪的

危機時期㆗，其㆗台灣、香港、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這 5 國的相關係數

為明顯增加，其結果雖與未經過調整前的結果㆒致，但顯著㈬準仍㈲提升。 

    綜合言之，在㈰本阪神大㆞震的案例㆗，相關係數經由異質偏誤調整

後，其結果發現：㈰本股市的變動確實會影響鄰近部分亞太國家的股票市

場，在㆞震發生後 1 與 3 個㈪，以香港、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這 4 個國

家的股票市場與㈰本的股票市場共移程度明顯增加。 

  (㆓)台灣集集大㆞震 

    其次本文針對台灣集集大㆞震進行分析，吾㆟比較台灣與其他 9 個亞

洲㆞區國家，在㆞震發生前後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我們可由表 4-A(相
關係數未經過調整前)得知，在㆞震發生前 12 個㈪內的平常時期㆗，台灣

與其他 9 個國家的股價指數㈰報酬相關係數都為正相關，其值介於 0.05~
0.27 之間，其㆗與㆗國、香港、菲律賓與新加坡的相關係數均高於 0.2。
但㆞震發生後 1 個㈪的危機時期㆗，共㈲ 5 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比

平常時期還要高，其㆗韓國與泰國這 2 個國家的相關係數為明顯增加。本

文將㆞震的危機時期延長為 3 個㈪，發現仍然㈲ 3 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相關

係數比平常時期還要高，但卻沒㈲發現台灣與任何國家的相關係數明顯增

加。由此可知，台灣集集大㆞震後 1 個㈪約㈲ 2 個國家的股市與台灣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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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共移程度增加。 
    再來，本文將相關係數經過異質偏誤調整後，其結果可由表 4-B 得知 

，台灣與其他 9 個亞洲㆞區國家在平常與危機時期的相關係數，經過調

整後比未經過調整前來的大，在平常時期的相關係數其值介於 0.08~0.31
之間。在㆞震發生後 1 個㈪的危機時期㆗，只㈲韓國與泰國這 2 個國家

的相關係數為明顯增加，其結果雖與未經過調整前的結果㆒致，但顯著

㈬準是㈲提升的。但在㆞震發生後 3 個㈪的危機時期㆗，卻沒㈲發現台

灣與任何國家的相關係數㈲明顯增加，其結果也與未經過調整前的結果

㆒致。 
    綜合言之，在台灣集集大㆞震此案例㆗，相關係數經由異質偏誤調整

後，其結果發現：台灣股市的變動在㆞震後 1 個㈪僅少部分國家的股票市

場(如韓國與泰國)的共移程度㈲明顯增加，但在㆞震後 3 個㈪後，並沒㈲

發現任何國家的股市會被此㆞震所衝擊，顯然影響範圍及時間不及㈰本阪

神大㆞震。 

  (㆔)東南亞大㆞震與海嘯 

    最後本文探討東南亞大㆞震與海嘯的危機，吾㆟比較㊞尼與其他 9
個亞洲㆞區國家，在㆞震發生前後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我們可由表 5-
A(相關係數未經過調整前)得知，在㆞震發生前 12 個㈪的平常時期㆗，

㊞尼與其他 9 個國家的股價指數㈰報酬相關係數都為正相關，其值介於 0.
08~0.55 之間，其㆗以韓國、台灣與新加坡的相關係數位居前㆔㈴，且與

㆗國的相關程度為最低。但㆞震發生後 1個㈪的危機時期㆗，僅㈲ 1 個國

家(菲律賓)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比平常時期還要高，但沒㈲發現㊞尼與任

何國家的相關係數明顯增加。本文將㆞震的危機時期延長為 3 個㈪，也沒

㈲發現任何國家的股價報酬相關係數比平常時期還要高，但仍然發現與全

部樣本國家的相關程度皆為負相關，由此可知，東南亞大㆞震與海嘯後僅

㈲ 1 個國家的股市與㊞尼的股市的共移程度增加，但不明顯。 

    再來，本文將相關係數經過異質偏誤調整後，其結果可由表 5-B 得

知，㊞尼與其他 9 個亞洲㆞區國家在平常與危機時期的相關係數，經過調

整後比未經過調整前來的大，在平常時期的相關係數其值介於 0.10~0.64
之間。在㆞震發生後 1 與 3 個㈪的危機時期㆗，都沒㈲發現㊞尼與任何國

家的相關係數㈲明顯增加，其結果與未經過調整前的結果㆒致。 

    綜合言之，在東南亞大㆞震與海嘯此案例㆗，相關係數經由異質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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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其結果發現：在㆞震後 1 與 3 個㈪，並沒㈲發現任何國家的股市

與㊞尼的股票市場共移程度㈲明顯增加，顯然影響力不及㈰本阪神大㆞震

與台灣集集大㆞震。 

 

 

㆓、波動不對稱的檢測 

本文要進行波動不對稱檢測前必須先確定各國股市的股價報酬率是否㊜

合使用 GARCH 模型，所以我們必須先從各國股價報酬率的基本統計量來判

別之。首先由表 6 單根檢定統計量(ADF)得知：㆔次㆞震㆗所㈲樣本國的股

價報酬率之序列㈾料 ADF 值都在 5~10%的顯著㈬準㆘顯著，顯示所㈲的報酬

率序列均為恆定的狀態，所以本研究可直接使用報酬序列來進行波動不對稱的

分析。再來，本文可由偏態係數得知所㈲股價報酬率序列㈾料均呈現不對稱

性，且由峰態係數均都大於 3，顯示所㈲序列㈾料都處於不對稱的高狹峰狀

態。在報酬序列的㉂我相關與報酬平方序列的㉂我相關檢定㆗，本文採用

Ljung-Box Q 檢定統計量，並採取落後 12 期以檢定當期報酬與當期報酬平方，

是否與期後 12 期內的報酬與報酬平方具㈲相關性，由表 6 得知，所㈲序列㈾

料的 Q 統計量皆顯著，顯示序列具㈲㉂我相關情形且 Q2統計量也都顯著，顯

示序列變異數亦具㈲㉂我相關情形。在常態性檢定㆗，本文得知所㈲股價報酬

率的 JB 係數都在 1%的顯著㈬準㆘顯著，顯示所㈲報酬率序列都不符合常態

分配，所以不㊜用最小平方法，因此本研究進㆒步考慮利用報酬率序列㉂我相

關與異質變異數的 GARCH 模型來進行分析。 

在確定使用 GARCH 模型後，因 GARCH 模型並無法區別正負訊息衝擊

對波動程度的不同影響，若國際間股市報酬若存在波動不對稱現象，則需依

Nelson (1991)針對條件變異係數的不對稱性，所提出的指數型㆒般化㉂我迴歸

異質條件變異模型(EGARCH)來進行分析將會是較好的選擇。所以本文將採

用 EGARCH(1,1)模型來進行㆔次㆞震㆗，所㈲樣本國股價報酬率之波動不對

稱性的檢測，以判別是否具波動外溢的情形。所以本研究在於比較㆞震危機前

後各國股價報酬波動性是否具㈲不對稱性？因此，本文必須比較每㆒次㆞震各

國股市報酬序列在㆞震前後期間，式(4)㆗γ 係數的變化，γ 係數的絕對值大

小㈹表波動不對稱程度的大小。若㆞震前後兩時期的γ 絶係數之 對值由小變

大，則㈹表波動不對稱程度增加，反之則減少。若某㆒國的㈮融市場在㆞震後

的波動不對稱程度增加，則稱該國受到㆞震國所衝擊，而造成波動外溢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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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㆒)㈰本阪神大㆞震 

    首先本文分析㈰本阪神大㆞震前後各國股價報酬經 EGARCH(1,1)模
型分析後的結果，可由表 7 得知，各國股價報酬率的序列波動不對稱性γ
係數，在㆞震危機時期的前後均呈現顯著狀態(P 值，在 5~10%的顯著㈬

準㆘)，且γ 係數皆為負值，顯示㆞震(壞訊息)前後各國股價報酬具㈲波

動不對稱性。再來吾㆟觀察γ 係數的絕對值變化，即可了解波動不對稱程

度變化，故我們將針對各國股市在㆞震前後的γ 係數之絕對值進行 t 檢

定，檢定結果如表 8 所示，在㆞震 1 個㈪後除了㆗國之外，其餘每個國家

除了台灣之外的股市其γ 係數絕對值都明顯由小變大，因此除了㆗國與台

灣這個㆓國家之外，其餘每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率的波動不對稱程度都明顯

增加。在㆞震 3 個㈪後除了㆗國之外，其餘每個國家γ 係數的絕對值都顯

著由小變大，因此除了㆗國這個國家之外，其餘每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率之

波動不對稱性都明顯增加。由此可知，㈰本阪神大㆞震在㆞震 3 個㈪後，

㈰本股市對其他國家股市的波動外溢程度是滿明顯的。 

  (㆓)台灣集集大㆞震 

    其次本文分析台灣集集大㆞震前後各國股價報酬經 EGARCH(1,1)模
型分析後的結果，可由表 9 得知，各國股價報酬率的序列波動不對稱性γ
係數，在㆞震危機時期的前後均呈現顯著狀態(P 值，在 1~10%的顯著㈬

準㆘)，且γ 係數皆為負值，顯示㆞震(壞訊息)前後各國股價報酬具㈲波

動不對稱性。再來，吾㆟觀察γ 係數的絕對值變化，即可了解波動不對稱

程度變化，故我們將針對各國股市在㆞震前後的γ 係數之絕對值進行 t

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10 所示，在㆞震 1 個㈪後，發現㈰本、韓國、馬來

西亞與新加坡這㆕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率之γ 係數的絕對值均顯著由小變

大，因此㈰本、韓國、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㆕個國家股價報酬率的波動不

對稱性是明顯增加的。但在㆞震 3 個㈪後，每個國家γ 係數的絕對值都由

大變小，其㆗㈲ 5 個國家是明顯變小，顯示每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率的波動

不對稱程度都減少。由此可知，台灣集集大㆞震在㆞震 1 個㈪後，台灣股

市對某部分國家的股市具㈲波動外溢的情形，但經過 3 個㈪後則完全消

失。 

 

 



㆗山管理評論 

 〜63〜

  (㆔)東南亞大㆞震與海嘯 

    最後本文分析東南亞大㆞震與海嘯前後各國股價報酬經 EGARCH(1,1)
模型分析後的結果，可由表 11 得知，各國股價報酬率的序列波動不對稱

性γ 係數，在㆞震危機時期的前後均呈現顯著狀態(P 值，在 5~10%的顯

著㈬準㆘)，且γ 係數皆為負值，顯示㆞震(壞訊息)前後各國股價報酬具

㈲波動不對稱性。再來，吾㆟觀察γ 係數的絕對值變化，即可了解波動不

對稱程度變化，故我們將針對各國股市在㆞震前後的γ 係數之絕對值進行

t 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12 所示，在㆞震 1 個㈪後，除了菲律賓與㆗國之

外，其餘每個國家γ 係數的絕對值都由大變小，其㆗只㈲㆗國這個國家的

股價報酬率的波動不對稱性是明顯增加。同樣的，在㆞震 3 個㈪後，除了

菲律賓與㆗國之外，其餘每個國家γ 係數的絕對值都明顯的由大變小，但

菲律賓與㆗國這㆓個國家的股價報酬率之波動不對稱程度增加的並不明

顯。由此可知，東南亞大㆞震在㆞震 1~3 個㈪後，㊞尼股市對其他國家

股市的波動外溢程度是不明顯的。 

    由㆖述㆓種方法對㆞震前後各國股市的相關程度與波動不對稱程度

的分析，本文將它彙整成表 13，由表 13-A 得知：㈰本阪神大㆞震㆞震 1
個㈪後，共㈲ 5 個國家(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的相關

程度與波動不對稱程度同時明顯增加，顯示㈲短期的蔓延效應發生；在㆞

震 3 個㈪後，也㈲ 5 個國家(台灣、香港、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的相關

程度與波動不對稱程度亦同時明顯增加，顯示㈲長期的蔓延效應發生。此

㆞震案例㆗，被㈰本所影響的包括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台

灣與香港這 6 個國家的股市，其㆗只㈲菲律賓不是㈰本前 10 大貿易對手

國外，其餘都是，顯示國際貿易與危機事件的傳遞具㈲相當程度的關聯

性。由表 13-B 得知：台灣集集大㆞震㆞震 1 個㈪後，共㈲ 2 個國家(韓

國與泰國)的相關程度與波動不對稱程度同時明顯增加，顯示㈲短期的蔓

延效應發生；但㆞震 3 個㈪後，卻沒㈲發現任何國家的相關程度與波動不

對稱程度同時明顯增加，顯示無長期的蔓延效應發生。此㆞震案例㆗，被

台灣所影響只㈲韓國與泰國這 2 個國家的股市，其㆗韓國是台灣的前 10
大貿易對手國，其他與台灣貿易比重較重的亞洲國家也都沒㈲被台灣所影

響。由表 13-C 得知：東南亞大㆞震與海嘯 1 個㈪後，雖㈲ 1 個國家(菲

律賓)的相關程度與波動不對稱程度同時增加，但仍不夠顯著，所以並無

短期的蔓延效應發生；在㆞震 3 個㈪後，也沒㈲發現任何國家的相關程度

與波動不對稱程度同時明顯增加，顯示亦無長期的蔓延效應發生。此㆞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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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沒㈲任何前 10 大貿易對手國被㊞尼所影響。 

    由㆖可知，㈰本是全世界第㆓大經濟大國，所以當㈰本發生㆞震時，

被他影響的貿易對手國也相對較多，故對其貿易對手國的㈮融市場所造成

的蔓延效應也就相對較大；相對應之㆘經濟實力居㆗的台灣與經濟實力較

小的㊞尼，當他們發生㆞震時，被他們影響的貿易對手國也就相對較少或

甚㉃不會影響，所以對其貿易對手國的㈮融市場所造成的蔓延效應也就相

對較輕或沒影響。 

 

 

伍、結論 

本文針對過去 10 年㆗，在亞太㆞區造成經濟嚴重損失的㆔個大㆞震(1995
年的㈰本阪神大㆞震、1999 年的台灣集集大㆞震與 2004 的㊞尼蘇門答臘外海

的大㆞震與海嘯)作為研究樣本，且利用異質偏誤的相關係數方法與 EGARCH
模型來進行檢測。其實證結果發現：㈰本阪神大㆞震對鄰近亞洲國家的股票市

場所造成的蔓延效應較為明顯，被影響的包括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

坡、台灣與香港這6個國家的股市，其㆗菲律賓、泰國、新加坡與香港這 4 個

國家的股市與㈰本股市的共移程度與波動外溢程度，在㆞震發生後 3 個㈪內仍

明顯增加；在台灣集集大㆞震案例㆗，台灣股市僅對少部分的國家(如：韓國

與泰國)的股票市場造成蔓延效應，其持續性約 1 個㈪的時間；但東南亞大㆞

震與海嘯的案例㆗，本文並沒㈲檢測出任何股票市場發生蔓延效應。由此結果

顯示：經濟實力愈強的國家，當該國發生㆞震危機時，被他影響的貿易對手國

也就相對較多，相對之㆘經濟實力較小的國家，被他影響的貿易對手國也就相

對較少或甚㉃沒㈲影響。所以，經濟實力愈強的國家，若該國發生㆝然災害(㆞

震)對其他國際間股票市場所造成的蔓延效果會愈明顯，然而那些被波及的對

象大都以鄰近且是開發㆗的國家為主
9
。因此，本文建議投㈾㆟不可輕忽㆝災

所引起的國際間㈮融市場的波動，當投㈾㆟在進行全球多角化投㈾時，若遇到

某㆒國家(或㆞區)發生重大㆝災時，若該危機發生國與其投㈾國具㈲高度的貿

易往來或㆞緣關係時，其投㈾國的㈮融市場被波及的機率就會較高，此時，投

㈾㆟應可利用衍生性㈮融商品來進行短期的避險，這樣應將可避免投㈾㆖的風

                                                 
9 根據 Aggarwal et al. (1999)、Collins & Biekpe (2003)與 Dungey et al. (2006)的實證發

現：當國際㈮融危機發生時，大部分被蔓延的國家都是以開發㆗或新興市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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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由本文亦得知：國際股票市場之間的共移與波動外溢現象，不僅會發生在

重大的㈮融風暴或㆟為恐怖攻擊危機之後，重大的㆝然災害（㆞震）也會造成

外溢效果，而造成這些危機的蔓延，經由本文和以往的實證都認為國際貿易是

㆒個很重要的因素；此外，投㈾㆟恐慌的心理預期，也會使得市場的氛圍或風

險趨避程度改變，在這種趨之若鶩的情形㆘，㆞震危機蔓延的機率就會較大。 

本文的貢獻㈲㆓點，在㈻術㆖，本文首次使用㆞震危機來探討國際㈮融市

場的蔓延效應，㈲別於廣泛被討論的㈮融風暴或㆟為恐怖攻擊危機當作議題，

所以㆞震危機所產生的蔓延效應為㆒個嶄新的議題，且研究結果也證實了國際

㈮融市場的蔓延效應，除了會發生在㈮融危機與㆟為恐怖攻擊危機之後，同樣

也會發生在㆞震所帶來的危機之㆗。在實務㆖，㆞震所產生蔓延效應的研究可

讓投㈾㆟明瞭國際㈮融市場，在危機之後的相互變動情形，這樣可以提供投㈾

風險的規避，且台灣位於東亞高危險㆞震帶，此研究的結果亦可提供我國㈮融

市場以及政府相關單位㆒個參考的依據，政府相關單位可以針對㆞震所帶來的

影響程度，提出不同的因應措施，以降低風險，故此議題不但具㈲實務性，也

更具深遠的意義。 

在後續的研究建議方面，本文是利用㆞震危機來探討國際間股票市場的蔓

延效應，將來的研究㈻者亦可針對匯率或利率市場的再進㆒步的探討，這樣可

使㆞震危機所帶來的蔓延效應之議題分析，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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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證明相關係數的異質偏誤 

我們假設 x 和 y 為兩個隨機變數，這兩變數分別㈹表兩個不同市場的股

票報酬，這些報酬必須符合㆘列的方程式 

 

  ttt xy εβα ++=                                           (A1) 

 

  其㆗ ( ) 0=tE ε , ( ) ∞<= cE t
2ε ( c 為固定數)且 ( ) 0=ttxE ε  

 

  ㆖述的假定變數假設沒㈲內生性的變數，我們現在將變數 tx 分成高 ( )h 和

低 ( )l 兩部分。因為由先前假設得知 ( ) 0=ttxE ε ，且方程式(A1)的 OLS 估計針

對高低兩部分是符合㆒致性和效率性，所以使得
lh ββ =  

  再來,本文定義 

 

    l
xx

h
xx

σ
σδ ≡+1                                          (A2) 

 

  隨後本文根據方程式(A1)，這 y 變數的變異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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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我們將(A3)和(A4)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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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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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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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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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結果顯示 ρ為δ 為㆒個遞增函數。(參考 Forbes & Rigobon (2002)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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