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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金融風暴之災難至今已邁向二週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

坡、菲律賓、南韓等國亦逐漸地擺脫金融風暴的陰影，重現活力。回顧台

灣雖然在這波金融風暴中受創較小，然而自 1998 年 7 月 3 日起，國內卻



揭開一連串企業倒風之序幕，有別於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財務金融危機，開

始正式躍上台灣金融市場的舞台。在台灣股票、貨幣、外匯及債券等市場

如骨牌效應般地接二連三發生危機後，政府、法人管理者、基金經理人及

一般投資人均應開始省思整體金融市場系統風險的存在問題。 本文藉由

四元 GARCH(1,1)模型進行台灣股票、貨幣、外匯及債券等市場間連動關

係之實證研究，探討因共通資訊，如東南亞金融風暴、SIMEX 推出摩根

台股指數期貨契約、開放國內期貨市場及中央銀行禁止國內法人從事無本

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等金融事件，產生投資組合改變後，對上開台灣各金

融市場間報酬率及報酬波動性的影響，俾便提供政府相關決策人員決定施

政方針、公司財務長、基金經理人、銀行管理者及投資人進行投資及風險

控管時之參考。 利用 1991 年 11 月 2 日至 1999 年 1 月 11 日之日資料進行

實證探討與分析後，本研究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 台灣股票、貨幣、外

匯及債券等市場間報酬率及報酬波動性之連動效果： 在報酬率方面，股

票市場與貨幣市場具雙向外溢效果；在異常報酬方面，股票市場與貨幣市

場、貨幣市場與外匯市場及貨幣市場與債券市場均具雙向外溢效果；在波

動性方面，僅股票市場與貨幣市場具雙向外溢效果。此外，台灣股票市場

居於反應其他市場之落後地位；貨幣市場與其他市場保持雙向互動得關

係；外匯市場居於領先其他市場之地位；而債券市場則似乎獨立於其他市

場。 二、金融大事發生後對台灣股票、貨幣、外匯及債券等市場間報酬

率及報酬波動性之影響： (一)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SIMEX)推出摩根台

股指數期貨契約提供部分法人及基金經理人規避台灣股票市場系統風險之

管道，是以對台灣股票市場具有一正向報酬波及連動效果。對台灣股票市

場報酬波動性連動效果方面，雖在統計上效果顯著，惟連動程度微小，故

尚無法對台灣股市產生衝擊能力。 (二)開放國內期貨市場與 SIMEX 推出

摩根台股指數期貨契約對台灣股票、貨幣、外匯及債券等市場間報酬率及

報酬波動性連動效果程度之影響幾乎一致。 (三)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對台

灣四大金融市，在報酬率連動效果之影響方面，除對債市之報酬率影響不

顯著外，餘均具顯著性之影響，其中以對股票及貨幣市場之報酬率連動效

果最為顯著；在波動性連動效果之影響方面；對股市及貨市均具顯著性之

影響，惟連動程度不大，故此次金融風暴對我國金融市場波動性之影響仍

屬有限。 (四)央行宣布禁止國內法人從事無本金交割的遠期外匯交易對外

匯市場報酬率及報酬波動性均未產生顯著性之影響，此可能為各銀行交易

部門、一般法人及投資人均強烈預期新台幣仍有貶值空間，故縱然央行運

用各種調節策略及行政手段，在預期心理下，仍無法立即使新台幣趨於回

穩。  

摘要

(英) 

It has been two years since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first in 

Thailand on July 2, 1997. When most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Philippines, South Korea have recovered form the crises, 

Taiwan has just started to suffer from the crises since July 1, 1998. The GARCH 

(1,1) model (four-variate GARCH (1,1) model) is adopted in the paper to examine 

linkages among Taiwan stock, money, exchange, and bond markets. This paper also 

study the effects of some events, such as the Morgan Stanley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listed by SIMEX, TAIEX futures launched by the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the Southeast Asia, and NDF prohibited from trading by 



the Central Bank. The daily data form 1991/11/2 to 1999/1/11 is used to analyze the 

linkages among Taiwan stock, money, foreign exchange, and bond markets. There 

are some empirical results as the follows: 1. There are two-wa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the returns of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and money market. There are also 

two-way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abnormal return (unpredicted return) of the 

following pairs of markets,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and money market, money 

market and exchange market, money market and bond market. As to the market 

volatility, only the stock market and money market have the two-way spillover 

effect. Beside,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is regarded as a market, which is easily 

responded with other markets. The Taiwan money market should have a mutual 

effect with other markets. The Taiwa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has a leader 

position, and the Taiwan bond market seems independent of other markets. 2. The 

Morgan Stanley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offer a channel to hedge the systematic 

risk form Taiwan stock market. This event got a positive return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but it did not have a big impact o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TAIEX futures launched by the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had a same result 

as the he Morgan Stanley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listed by SIMEX. 3. The 

impact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linkage among the return of 

the markets (except the bond market) a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lthough it just has 

a weakly link impacts on the volatility of Taiwan markets,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and money market have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1% level. 4. The event of the 

Central Bank prohibiting local corporate entities from trading NDF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return and volatility. The 

reason of weak impacts may attribute to the strongly expected depreciation of NT$ 

dollar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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