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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Pepper(1994)指出，短期時資本流量的影響佔股價表現的一個

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要研究究竟短期時在加入資本流量

後，是否有助於短期時個體基本面因素解釋能力的提高。此外再一併探

討其他總體經濟變數在不同產業的表現，以及探討長、短期對各個解釋

變數有何不同的影響。本文實證時所採用的計量方法為 Pooling Time-

Series & Cross Section Model。 實證結果如下： 1. 長、短期分別來看各解

釋變數的表現，在短期時，對大部份產業最具有顯著解釋能力的變數是

「匯率」。而長期時最具有顯著解釋能力的變數，首推「違約價差」，

然後是「通貨膨脹率」、「工業生產指數」、「每股盈餘」等變數。 2. 



短期時，匯率對大多的產業報酬率具有顯著正向關係。長期時，除了部

分產業為負向顯著之外，其他產業皆不顯著。 3. 工業生產指數在短期時

只有食品業、紡織纖維業及橡膠業等三個產業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長

期時只有紡織纖維業、鋼鐵業以及百貨業不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外，其

他產業皆具有顯著的負相關。 4. 失業率在短期時有 4 個產業有顯著負向

關係，其他皆不顯著；在長期時，大多產業皆呈顯著的正相關。 5. 融資

餘額在短期時，在食品業、紡織纖維業以及橡膠業具有顯著的負相關，

在玻璃陶瓷業、汽車業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他產業皆不具顯著性。長

期時，大多產業皆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6. 通貨膨脹率在短期時大多數產

業皆不具有顯著性。長期時，除了鋼鐵業、橡膠業、百貨業之外，皆具

有正向的顯著性。 7. 違約價差在年資料方面，對當期的股票報酬率呈顯

著的負向關係。當違約價差調整為領先股票報酬率三年後，呈顯著的正

向關係。 8. 每股盈餘在長、短期對全體股市股票報酬率皆呈顯著的正向

關係。 9. 就整體股市而言，短期時具有顯著解釋能力的變數有：資本

帳、匯率、融資餘額以及每股盈餘。長期時，具有顯著解釋能力的變數

有：當期工業生產指數、失業率、違約價差、融資餘額、通貨膨脹率以

及每股盈餘。  

摘要

(英)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how macro, micro, and funds of flow variables relate to 

stock returns by the market as a whole as well as by industry. In addition, we 

differentiat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each variable between long- and short-term 

return interval. Generally speaking, we find that these explanatory variables 

perform better in the long-term than in the short-term. The most significant 

variable in explaining short-term return is exchange rate, but in the long term is 

default spread. When we adjust default spread to have a lead of three years to 

stock returns, we find the sign between stock returns and default spread change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n microeconomic variable aspect, we find that the 

significant result of earnings per share in the short-term holds consistently even 

after we add other variables in our empi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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