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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期間，伴隨著亞洲各國股價指數大幅下滑與匯率

嚴重貶值的同時，外資的投資金額亦從亞洲各國大幅的撤出。這不禁讓

人質疑「外資」是亞洲金融風暴的禍首嗎？此外，是否需『開放外資交

易』，一直是產官學界關注的議題。一國該如何借助外資之力來發展經

濟和提升競爭力，攸關一國經濟之發展的成功與否。因此在世界金融市



場整合程度日益提升之際，對於外國投資人在亞太地區之金融市場中所

扮演的角色，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過去的學者在進行外資對各國股價

與匯率等相關議題的探討時，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皆僅在報酬率方面，而

未對其波動程度的影響上進行考量。然而，在兩個不同市場間，市場本

身所產生的波動會影響另一個市場的波動程度，且彼此間存在波動外溢

的叢聚效果。因此，對波動的外溢效果進行研究，將有助於瞭解資訊是

如何在不同市場間進行傳遞，同時也有助於檢驗市場受新訊息衝擊的調

整速度。因此，本研究在進行外資對股價與匯率影響的研究上，不僅是

在報酬率方面，同時亦針對其波動的外溢效果進行研究。 在檢定外溢效

果時，Granger 之方法較常被使用，其方法是將變數本身殘差的平方與變

數本身及其他變數落後項殘差的平方進行迴歸，藉以檢定波動的外溢效

果。但 Cheung and Ng(1996)認為 Granger 之方法欠缺對於不同市場間波動

外溢之叢聚效果的描述，所以 Cheung and Ng 就加以修正，其利用不同變

數間殘差平方之相關係數建立檢定統計量，用以檢驗波動之因果關係。

Hong(2001)指出 Cheung and Ng(1996)所提檢定外溢效果的方法，因其設定

不同期相關係數之權數皆相同，所以並無法完全有效的反應訊息，因較

近期落後項的影響力應大於較遠期的落後項。而 Hong(2001)就針對此缺點

進行修正，將 Cheung and Ng(1996)所提的檢定統計量放入一個權數函數

（weighting function），此函數會依據較近期落後項給予較大的權數，較

遠期的落後項給予較小的權數的原則加以調整。是故，本文應用

Hong(2001)之法來檢驗外資與股價，以及外資與匯率間的因果關係，據此

刻劃出外資與股價，以及外資與匯率間的外溢行為。 本文針對亞太地區

的泰國、印尼、菲律賓、韓國、日本和台灣之外資與股價，以及外資與

匯率的因果關係進行分析，且就個別之報酬率及其波動程度兩方面進行

探討，實證結果得到以下幾項結論：在外資與股價之因果關係上，除了

印尼在報酬率之因果關係上為外資影響股價之外，其餘國家不是存在相

互影響的關係，就是股價影響外資之單向因果關係，甚至台灣是兩者皆

互不影響。再者，在外資與匯率之因果關係上，除了台灣是兩者皆互不

影響之外，其餘國家亦為外資與匯率間互為因果之關係，或為匯率影響

外資之單向因果關係。由此可知，外資並非是造成亞太地區股市與匯市

變動和波動之主要來源，即本文實證結果並不支持『外資是亞洲各國金

融市場不穩定性之主要來源』的論點。  

摘要

(英) 

Dur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stock mar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 of th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have a significant de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s of th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decrease to a great extent. So that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suspected of dominating the stock mar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 of the Pacific Basin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applies Hong’s test to 

examine of volatility spillover of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stock market’s indexes,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exchange rates among six countries in Asian.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examining volatility spillover used Cheung and Ng (1996) test and 

Granger (1969)-type test. Those regression-based test methods can be viewed as 

uniform weighting because they give equal weighting to each lag. In reality, non-

uniform weighting often gives better power than uniform weighting. Hong’s test 

uses a flexible weighting scheme for the sample cross correlations at each lag. We 



apply Hong’s test to investigate“do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suspected of 

dominating the stock mar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 of the Pacific Basin 

countri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Granger-causalities between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stock market’s indexes (1) It is found that for causality in 

mean, there exists simultaneous interaction in Thailand and Japan.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ange in stock returns Granger-causes a change in the mea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However, the change in the mea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Granger-causes the change in stock returns in Indonesia. Moreover, there doesn’t 

exist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Korea and Taiwan. (2) It is found that for 

causality in variance, there exists simultaneous interaction in Thailand , Japan, 

Indonesia and Philippines. In The Korea, the change in stock volatility Granger-

causes the change in the volatil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addition, there 

doesn’t exist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2、

Granger-causalities between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exchange rates (1) It is found 

that for causality in mean, the change in exchange rates returns Granger-causes the 

change in the mea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Korea and Thailand. In the other 

countries- Taiwan, Japan, Indonesia and Philippines, there exist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returns and the mea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2) It is found 

that for causality in variance, there exists simultaneous interaction in Thailand , 

Japan, Korea, Indonesia and Philippines. Moreover, in Taiwan there doesn’t exist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 , it can be found that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not the main resources which 

affect stock mar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 in th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It implies 

that foreign investments do not dominate the stock mar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 of 

the Pacific Basi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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