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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磚四國經濟高速成長帶動全球原物料的需求與供給，在全球乾散貨的

運量需求增加後，波羅地海散裝運價指數 (BDI) 也逐步上漲。本文採

用「不對稱門檻共整合」分析與「門檻誤差修正模型」探討 BDI 指數與金磚

四國股市之間的領先落後關係，樣本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0 年。實證結果顯

示，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間股價指數存在不對稱的長期共整合關係。而在長

期因果關係部分，我們發現巴西股價指數與印度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存

在單向領先落後關係；而俄羅斯股價指數及中國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之間，

則呈現雙向領先落後的關係。

關鍵字：金磚四國、BDI 指數、不對稱門檻共整合、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Abstract

The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ltic Dry Index (BDI) and 

BRICs stock Indexes. Employing the Asymmetric 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 

(TAR) and the Threshold Error-Correction Model (TECM), we investigate the 

asymmetric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DI and stock index in BRICs using the 

daily closing data running from 2001 to 2010.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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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BDI and BRICs stock indexes are asymmetric co-integrated.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Granger-Causality tests based on corresponding TECM show that in 

Brazil and India, the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runs from the stock index to the BDI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the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in Russia and China was foun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BRICs, BDI, Asymmetric 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 Threshol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壹、前言

自 2002 年以來，世界經濟的復甦及

新興國家對原物料的強烈需求甚為可觀 

(洪明君，2002)，而原物料多仰賴散裝航

運的運輸。國際間隨著原物料需求增加，

散裝貨物的貿易需求大增，使得散裝航運

的運能需求增加，也使搭載這些原物料

的散裝航運費用，跟著水漲船高。波羅

地海乾散貨運價指數 (Baltic Exchange Dry 

Index, BDI) 在美國 911 事件發生時，曾下

滑到 843 點，至 2007 年 10 月以及 2008 

年 5 月則分別漲過萬點，可知 BDI 指數

在這段期間的波動相當明顯。而在這波新

興國家快速發展，以及原物料與運輸需求

大幅成長的過程中，又以金磚四國的發展

最具影響力，由金磚四國的經濟快速成長

與潛在消費市場的帶動下，國際散裝船市

場交易規模發展迅速，已引起全球投資

人高度矚目並紛紛將資金投入投資 (陳永

順，2005)。所謂金磚四國 (BRICs) 是由

巴西 (Brazil)、俄國 (Russia)、印度 (India) 

和中國 (China) 四國所組成，巴西、印度

和俄羅斯為全球主要原物料供應者，中國

則以其龐大消費人口及生產力，為全球原

物料消費及製成品的主要進出口國，而散

裝航運市場就在金磚四國內需之鐵礦砂等

原物料需求及全球貿易運輸增長下，帶動

散裝航運運費的上漲 (張瀞之、王志敏，

2009)。

散裝航運運價長期均衡以及因果關

係的相關性議題，過去有許多學者探討，

Veenstra and Franses (1997) 發現散裝海運

市場不同航線間的運費具有長期均衡關

係；Kavussanos and Nomikos (2003) 以運

價期貨考慮遠期和即期運價間的因果關

係，結果顯示具長期均衡關係且即期價

格領先及其價格；Kavussanos and Visvikis 

(2004) 探討即期運價與遠期運價的報酬即

波動性，發現現貨與期貨存在長期共整合

關係，且有雙向因果關係；Koekebakker 

et al. (2006) 運用非線性 KSS (Kapetanios, 

Shin and Snell) 單根檢定，發現現貨運價為

非線性定態；Batchelor et al. (2007) 分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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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現貨與 FFA (Forward Freight Agreement) 

運價之因果關係，實證結果具有雙向因果

關係，且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的預測能力較 

ARIMA 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及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佳。基本上，

上述近期的研究可以知道不同航線間的運

價或即期與遠期的運價，彼此具有長期均

衡關係。

而在探討股票指數間長短期動態關聯

的研究方面，在一般的股票市場則已有大

量文獻支持，如 Tian and Wan (2004) 研究

中國五個不同的股票市場間的互動關係；

Abdalla and Murinde (1997) 探討新興市場

股價指數與匯率間長、短期動態關係。

在航運方面，張 之、劉錫謙 (2010) 發

現 BDI 指數與臺灣運輸類股、臺灣上市散

裝航運公司股價以及美國運輸類股存在長

期均衡關係；蘇梓勻 (2007) 利用 GARCH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模型結果顯示，中國大

陸、德國、韓國、墨西哥、臺灣和美國運

輸類指數與油價、全球鋼鐵之原物料指數

皆和 BDI 指數存有外溢效果；張 之、林

季緯 (2009) 以 2003 年至 2008 年 6 月的資

料，運用共整合檢定發現 BDI 指數與金磚

四國的股價指數並未存在長期均衡關係，

而 Granger 因果關係發現中國股價指數影

響 BDI 指數最顯著。

有些研究則探討原物料價格與股價指

數間的關聯性，由於乾散裝海運市場係以

運輸民生物資及原物料為主，溫珮伶等人 

(2008) 以 VECM 探討原物料價格與 BDI 

指數間的互動關係，結果顯示原物料價格

對 BDI 指數存在連動與關聯；周明道、林

仕展 (2010) 分析 BDI 指數與全球鋼價指

數間的關聯性，結果顯示 BDI 指數與全球

鋼價指數呈現單向影響關係，且 BDI 指數

以全球鋼價指數為領先的指標。由這些研

究的結果再度確認，BDI 指數與股票市場

的波動以及原物料價格起伏皆存在緊密關

聯。

根據 Stopford (2005, 2009) 提及世界

經濟影響海運市場的兩大因素，分別為貿

易發展循環 (Trade Development Cycle) 以

及商業循環理論 (Business Cycle)，其中商

業循環是短期對海運運費及船舶需求影響

最主要的因素。Thorsen (2010) 依循商業

循環理論，以 OECD 國家平均的 GDP，

以及中國、美國、日本的 GDP，探討乾

散貨運價指數與各國 GDP 在短期與長期

間的關係，結果顯示乾散貨運價指數與各

國 GDP 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再者，散

裝航運市場近乎完全競爭市場，運價的高

低取決於市場的供需和各國景氣等因素影

響 (Kavussanos, 1996)。近年來金磚四國

受經濟成長及原物料需求帶動，股市也屢

創新高，由於股票市場經常被喻為經濟之

櫥窗，能反映未來景氣的成長與衰退，因

此在某種程度上景氣的變動與股價波動，

確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存在  (林華德，



航運季刊 第二十卷 第四期 民國 100 年 12 月

�

1988)。Kim (2011) 則以 BDI 指數與中國經

濟的成長探討其相關性，結果顯示中國的

經濟發展確有影響乾散貨的運費。

對航運公司及一般投資人而言，如

能瞭解散裝海運市場變數間的關聯與動態

關係，將可提供充足資訊在投資決策與風

險預防上，對資產配置也有極大的幫助 

(Cullinane, 1995)。由於金磚四國屬熱門投

資地區外資進入頻繁，擁有豐富天然資源

與消費人口，無論是外資的流入或本身國

家的進出口行為皆會對國際的經濟發展、

原物料價格、股市漲跌以及散裝航運市場

息息相關，故研究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

股市之關聯性可以提供客觀之市場實證分

析，有利於市場參與者及投資者客觀投資

決策參考。由於過去相關文獻多以線性模

型進行探討，然而若變數間具有非線性關

係，則在利用線性模型來進行分析時，可

能會發生一些模型設定錯誤 (specification 

error) 的問題。基此，本文將在非線性模

型架構上，以非線性單根檢定、不對稱

門檻共整合模型及不對稱門檻誤差修正

模型 (Threshol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ECM)，來捕捉 BDI 指數的波動對金磚

四國股票市場之非線性不對稱效果，描述 

BDI 指數及股價間不對稱調整過程，並加

以與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 比較，以更加精確掌握其長

短期互動關係。

貳、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
國股市之背景

�.1 波羅地海指數

BDI 指數主要由波羅地海海岬型船

運價指數 (Baltic Capesize Index, BCI)、波

羅地海巴拿馬極限型船運價指數 (Baltic 

Panamax Index, BPI)、波羅地海超輕便極

限型船運價指數 (Baltic Supramax Index, 

BSI) 與波羅地海輕便型船運價指數 (Baltic 

Handysize Index, BHSI) 所組成。散裝航

運主要承載大宗物資與工業基本原料等，

可分為主要乾散貨 (包括鐵礦砂、煤炭、

穀物、鋁礬土及磷礦石，以及次要乾散貨 

(包括鋼鐵製成品、廢鐵、水泥、肥料、

木材、糖與鹽等)。根據 Clarkson (2009) 

資料，2008 年全球散裝船運送乾貨比重

中，主要乾散貨占 67.9%，其中鐵礦砂約

占總運量 27.6%、煤炭占 26.3%、穀物占 

10.2%、鋁礬土及磷礦石占 3.8%，次要散

乾貨占 32.1%。

Stopford (2005) 提出的貿易發展循環

理論 (Trade Development Cycle)，係指當

經濟從成長到成熟階段，對原物料，如鐵

礦、煤炭、木材等的需求量將持續增加。

由於散裝航運無固定班期及航線，因此其

與市場需求及全球大宗物資貿易量關係密

切，受全球經濟景氣、原料行情、天災等

影響頗鉅，其波動也較貨櫃航運劇烈。

而 BDI 指數隨全球經濟變動，在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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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2 年，受到網路泡沫、航商大量造

船以及 911 事件等，使得 BDI 指數維持在 

1,000 點左右 (圖 1)。2003 年隨中國經濟加

速成長，成為全球最大鐵礦砂進口國，占

全球比亦逐年增加，至 2008 年中國進口

鐵礦砂數量占全球總進口需求已逾 50%，

故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散裝航運需求之變

動具有一定影響。加上此期間全球景氣

復甦以及巴西、俄羅斯、印度的經濟發

展，鋼材需求回溫，原物料的需求暢旺，

讓 BDI 指數在 2007 年下半年衝破 10,000 

點，可見此階段因應中國大量內需，巴

西、澳洲、俄羅斯等原物料輸出，以及國

際貿易的運量需求。惟 2008 年中，受金

融海嘯影響，國際股票市場重挫，衝擊國

際投資與貿易，BDI 指數也大幅滑落。

�.� 金磚四國

散裝航運市場在 2002 年後，受全球

經濟成長，BDI 指數呈現漲勢，而此期間

與全球經濟成長最相關的可謂是金磚四

國。金磚四國中，巴西主要生產咖啡、大

豆、小麥、水稻、玉米、甘蔗、可可、柑

橘和牛肉，且擁有鐵、錳、金、銅、錫、

鎳等天然資源，舉凡各種貴賤金屬皆有，

巴西除了擁有豐富的原物料外，內需市場

也持續成長。巴西主要股價指數為巴西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 (BVSP)，指

數裡大多數的權值股都屬於國營事業，如

石油巨人 Petroleo Brasileiro 以及礦業巨

頭 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 等公司 (巴

西 BVSP 股價指數如圖 2(a)，巴西股市中

以原物料類股及能源股為主，共計占整體

圖 1 BDI 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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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股市權值超過五成，未來在國際間與

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對鐵礦砂等原物料的

需求提升帶動下，原物料類股預期將持續

帶領巴西經濟與股市的成長。俄羅斯蘊藏

鐵、煤、石油、天然氣、木材、鑽石、黃

金、白金等豐富天然資源，天然氣產量全

球第一，石油產量全球第二，煤炭儲量占

全球 23%，可見原物料對俄羅斯經濟發

展的影響。俄羅斯主要股價指數為俄羅斯

綜合股價指數 (RTS)，俄羅斯的股市結構

中，以能源與原物料相關股票約占七成，

圖 2(b) 即俄羅斯 2001 年以來 RTS 股價指

數的走勢。

印度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擁有近 

13 億的眾多人口，316.6 萬平方公里的廣

大土地，人口數僅次中國，國土面積之大

居世界第七位，與巴西相同的是印度同樣

擁有自給自足的內需市場，印度也是全球

食糧作物的重要生產國之一，其中稻米及

小麥產量都居全球第二位，且蘊藏豐富的

天然資源，如鐵礦蘊藏量全球第三、鋁

土蘊藏量全球第五 (朱雲鵬等，2007)，而

石油等所需原物料則需倚賴進口。印度資

本市場起步較晚，但隨著經濟成長、金融

市場的開放與國營企業民營化，印度股市

在新興市場以及全球股市的重要性將與日

俱增，印度的主要股價指數為孟買證交所 

Sensitive 30 指數，該指數由 30 檔大型股

所組成 (圖 2(c))。

中國是一個完整的製造業體系，龐大

的勞動人口、低人力資源成本串聯成完善

之供應鏈體系，此外尚有獨立管理的經濟

特區吸引外資大量的投入，使得中國經濟

愈來愈強大，出口量隨之倍增。中國股票

交易市場分為上海盤及深圳盤兩種，B股 

(如圖 2(d)) 是以人民幣以外的外幣計價 (上

海 B 股以美元報價、深圳 B 股以港幣報

價) 且投資者為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居

民和外國人，自 2001 年 3 月起，大陸 B 

股市場亦同時開放予大陸居民以合法外匯

存款進行買賣，由於 B 股類股主要以傳統

產業為主，且較能代表外資對大陸的投資

情況，故本文以上海 B 股為代表。

由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與 BDI 的走勢

圖可發現，自 2002 年後，金磚四國股價

指數與 BDI 指數逐步上升，至 2007 年與 

2008 年間達到最高峰，2008 年中受全球

金融海嘯影響同步下滑，由於股票市場是

經濟發展的先行指標，能反映未來景氣的

成長與衰退，也將影響航運市場的發展，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景氣的變動與股價以及

散裝運價波動，確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存

在，因此本文透過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

股價之短期動態關係與長期均衡關係的研

究，來瞭解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的長

短期互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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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巴西股價指數與 BDI 走勢

(b) 俄羅斯股價指數與 BDI 走勢

圖 � 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與 BDI 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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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印度股價指數與 BDI 走勢

(d) 中國上海 B 股與 BDI 走勢

圖 � 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與 BDI 走勢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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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理論模型與樣本資料

�.1 理論模型

金磚四國是全球近年興起的四大投

資地區，過去的資料多以各國家所蘊藏豐

富之天然資源、人力、與地理位置之優

勢等，吸引投資人之目光，鮮少論及航

運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市間的關聯，雖然以

往文獻多以線性模型進行探討，然而當

變數間有非對稱效果存在時，可能導致

傳統檢定方法所得到的檢定力偏低 (Low 

Power)，故有學者提出總體經濟變數之非

線性調整的概念，以捕捉變數的非對稱效

果 (Granger and Terasvirta, 1993; Pippenger 

and Goering, 1993; Balke and Fomby, 1997; 

Enders and Granger, 1998; Enders and Siklos, 

2001)。本文採用 Kapetanios et al. (2003) 

所提出的 (KSS test) 非線性檢定法，檢測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兩者變數間是

否具有非線性定態之現象，並同時使用

傳統單根檢定法 Augmented Dickey-Fuller 

(Dickey and Fuller, 1981) 以強化檢定結果

之可信度。

此外，為捕捉 BDI 指數與股價間可

能存在的非線性關係，本文運用 Enders 

and Granger (1998) 進行門檻自我迴歸模型 

(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 TAR) ，

以及動差門檻自我迴歸模型 (Momentum-

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 M-TAR) 來

進行門檻共整合檢定。另進一步運用門檻

誤差修正模型 (Threshold Error-Correction 

Model, TECM) ，以觀察其長短期非對稱之

互動關係，並與傳統之線性 (對稱) 誤差修

正模型 (Error-Correction Model, ECM) 之估

計結果進行分析與比較。

�.1.1 不對稱門檻共整合檢定

早期一般學者皆認為共整合關係的存

在會使變數間有一種朝長期均衡移動的趨

勢，惟 Balke and Fomby (1997) 則認為固

定成本或政治干預等其他因素，其共整合

現象未必適用在每一時點，也可說是在某

一特定區間外呈現均數復歸的現象，而在

該區間內才有共整合的現象產生，此即稱

為門檻共整合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總體經濟變數均存在

有不對稱的關係，故當其誤差修正項的調

整方式為不對稱或是存在門檻效果時，若

使用 Engle-Granger (1987) 共檢定法將會造

成模型誤設錯誤 (misspecification error)。

故 Enders and Granger (1998) 與Enders and 

Siklos (2001) 將原 Engle-Granger 共檢定

法擴充為具有不對稱誤差修正項的門檻共

整合模型，可探討變數間是否具有不對稱

的共整合關係。而所謂不對稱共整合即為

當變數間可能存在有非對稱關係時，若變

數受一些外在因素衝擊後，共整合現象未

必適用於每一區間，在某一特定區間外呈

現均數復歸現象，而在該區間內才具有共

整合現象的發生，此種現象則為門檻共整

合。下列為 Enders and Siklos (2001) 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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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種不對稱門檻共整合模型：TAR 與

MTAR 模型。 

1. 門檻自我迴歸 (Threshold Autoregres-

sion Model, TAR) 共整合模型

運用具有不對稱誤差修正項之門檻共

整合模型，來檢定兩個變數間是否有不對

稱門檻共整合關係，並以二階段檢定來檢

測變數之間的長期均衡關係，其檢定過程

如下：

第一階段，利用簡單最小平方法估計 

Y1t 與 Y2t 的長期均衡關係。

(1) 

Y1t 及 Y2t 均為一次差分得定態之 I(1) 數

列，a 及 b 為估計參數，ut 為隨機誤差

項。若變數間 Y1t 與 Y2t 間具有共整合關

係，則 a 及 b 的最小平方法估計量具有超

一致性 (super-consistency)，且其收斂速度

比定態變數更快 (Stock, 1987)。

第二階段，檢定長期均衡關係迴歸式

的殘差項 ut 是否為定態變數，考慮以下迴

歸式：

(2) 

式中的 It 為一指標函數 (indicator function)

(3) 

其中 ut 為長期均衡關係的誤差項，ut 取

自 (1) 之殘差項，et 為滿足白噪音之隨機

誤差項，r1、r2 與 ri 代表迴歸係數，k 為

落後差分項的期數。當 ut − 1 值大於或等於

門檻值 t 時，調整係數為 r1，調整幅度為  

r1ut − 1；當 ut − 1 值小於門檻值 t 時，調

整係數為 r2，調整幅度為 r2ut − 1。其中 

t 為未知門檻值，Tong (1983, 1990) 證

明當共整合序列為穩定序列時，r 1  及 

r2 的最小平方估計量為漸近多變量常態

分配 (Asympeotic Mutltivariate Normal 

Distribution) 。

2. 動差門檻自我迴歸 (Momentum Thresh- 

old Autoregression Model, MTAR) 共整

合模型 MTAR 模型

假設不對稱模型中非對稱調整因素可

能是由於 ut − 1 值的改變，其模型如下：

(4) 

式中的 Mt 為一指標函數 (indicator function)

(5) 

若 (2) 和 (4) 式存在自我相關時，TAR 與 

MTAR 模型修正如下：

(6) 

(7) 

在式 (3) 與式 (5) 中，門檻值 t 為未知的參

數，須加以估計。運用 Chan (1993) 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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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估計 TAR 與 MTAR 模型中的門檻值 

t，而以殘差平方和 (sum of squared errors) 

最小為原則所決定之門檻值 t 為最具一致

性。

�.1.�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變數間若存在非對稱的門檻共整合

關係，為顯示數列間的非對稱性關係，

並瞭解數列間短期動態反應及長期均衡

關係時，須以不對稱的門檻誤差修正模

型 (TECM)，對數列間的關係加以分析，

以精確捕捉變數數列非線性的關係。下列

為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Enders and Granger, 

1998; Enders and Siklos, 2001)，其公式表

示如下：

(8) 

(9) 

(10) 

(11) 

TAR 模型：

若 ut − 1 ≥ t, It = 1；若 ut − 1 < t, It = 0 (12) 

MTAR 模型：

若 ∆ut − 1 ≥ t, It = 1；若 ∆ut − 1 < t, It = 0 (13) 

其中  及  為長期失衡調整的誤差修

正項，分別代表門檻值 t 之上和門檻值 t 

之下的衝擊調整，r1 及 r2 分別代表正、負

誤差修正項調整速度，a 為常數項，di 及  

qi 為差分落後項的係數，vt 為滿足白噪音

之誤差項，k 為落後差分項的期數，由 k = 

1 漸次增加直到殘差項為白噪音。透過式 

(9) 與式 (10) 進行聯合檢定 r11 = r12 = 0 及 

r21 = r22 = 0，若拒絕虛無假設則具誤差修

正關係，亦是具有共整合關係；另一聯合

檢定 r11 = r12 及 r21 = r22，若拒絕虛無假設

則誤差修正關係具有門檻效果或不對稱性

關係。

在不對稱門檻誤差修正模型下，可藉

分析因果關係進而瞭解變數間的領先落後

關係，對式 (8) 進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

定。若虛無假設為 Y2t 沒有領先 Y1t，即

(14) 

此檢定統計量為 F 分配，如果拒絕上開虛

無假設，則代表 Y2t 領先 Y1t。

同理，檢定虛無假設  Y1 t 沒有領先 

Y2t，即

(15) 

此檢定統計量為 F 分配，如果拒絕上開虛

無假設，則代表 Y2t 領先 Y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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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兩聯合檢定為 d11 = d12 = 0 及 q21 

= q22 = r21 = 0，若任一虛無假設被拒絕，

則表示序列間具有單向因果關係；若同時

拒絕二個虛無假設，則變數間具有雙向因

果關係，即有相互回饋現象；反之，若同

時接受二個虛無假設，則變數間無因果關

係，變數是相互獨立的。若進一步分析因

果關係在門檻上、下因果效果有何差異，

進行兩聯合檢定 d11 = d12 = r11 = 0 及 q21 = 

q22 = r21 = 0，若拒絕虛無假設則在門檻之

上具有因果關係效果；進行聯合檢定 d11 

= d12 = r12 = 0 及 q21 = q22 = r22 = 0，若拒

絕虛無假設則門檻下具有報酬外溢效果。

此外，由於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對落後

期的選定非常敏感，故本文之落後期的決

定，採用 Engle and Yoo (1987) 所建議的 

AIC 準則，其中 T 代表樣本總數，SSE 是

殘差平方和，k 為待估參數總數。

AIC = T ln(SSE) + 2k (16) 

�.� 樣本資料

本文探討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

指數的關聯性，研究期間為 2001 年 1月

至 2010 年 12 月的日資料，資料來源為 

Bloomberg 資料庫，表 1 可知 BDI 指數與

金磚四國股價指數的基本統計量。由於資

料受限 BDI 指數與各國股市交易日有所不

同，因此巴西的資料筆數為 2,442 筆、俄

羅斯的資料筆數為 2,373 筆、印度的資料

筆數為 2,400 筆、中國的資料筆數為 2,325 

筆。本文過程使用 EViews 與 WinRats 軟

體進行估計。

表 1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的基本統計量與單根檢定

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偏態
係數

峰態
係數

ADF
水準項

ADF
差分項

KSS

BDI 3480.3 2362.1 11793 663 1.33 4.50 −2.25 −11.39*** −3.16***
巴西 35496.7 20169.2 73516.8 8370.9 0.34 1.71 −0.48 −50.82*** −2.73**
俄羅斯 1015.8 640.5 2487.9 131.1 0.42 1.87 −1.15 −44.15*** −3.36***
印度 9676.4 5609.9 21004.9 2600.1 0.32 1.66 −0.27 −45.61*** −1.88*
中國 160.8 78.5 389.2 51.7 0.88 2.91 −1.12 −25.65*** −2.31**
附註：
1. 單根檢定為 t 值。
2. ***表示在 1%、**表示在 5%、*表示在 10% 的顯著水準下，拒絕存在單根的虛無假設。

3. ADF 單根檢定法模型為 。

4. KSS 單根檢定法模擬臨界值參考 Kapetanios et al. (2003)。

5. KSS 檢定式為 ，虛無假設為 H0 : d = 0，表示有單根、該變

數為非定態；對立假設  H1 : d < 0，則為非線性 ESTAR 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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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時間數列資料進行單根檢

定，採用一般傳統之單根檢定 ADF 以及

KSS 單根檢定法，檢定 BDI 指數與金磚四

國股市。結果顯示 (表 1) BDI 指數、巴西

股價指數、俄羅斯股價指數、印度股價指

數以及中國股價指數運用傳統 ADF 單根檢

定，原始序列資料在水準項的顯著水準下

都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存在單根現象。

但是經過一階差分的動作之後，皆不存在

單根，表示經過一階差分之後的原始序列

即可達到 I(0) 之定態過程。而在 KSS 單根

的檢定結果，BDI 指數以及金磚四國股價

指數呈現非線性定態。

肆、實證結果

經由單根檢定的結果，金磚四國的

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資料均為一階序列 

I(1)，經過一階差分後可以達到定態的條

件，因此本文接著進行門檻共整合檢定，

瞭解變數間是否具有共整合向量的存在，

檢定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資料，

兩兩變數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係。

�.1 不對稱門檻共整合檢定

首先考慮落後期數的選擇，因為落後

期數不足可能造成模型殘差項產生自我相

關而導致估計的偏誤，但期數過長又降低

估計的效率性，所以落後期數的選擇對於

共整合檢定的結果有相當的影響力。本文

由 AIC 選擇落後期數，實證得到門檻迴歸

檢定結果，除了俄羅斯的股價指數與匯率

之最適落後期數取 4 期，其他的巴西、印

度與中國之最適落後期數取 1 期。

透過門檻共整合檢定，本文依據 AIC 

與 SBC 之準則，進行 TAR 及 MTAR模型

之選擇，AIC 與 SBC 值越小，代表模型

解釋能力越好。由表 2(a) 可知巴西股價

指數的門檻共整合檢定中，MTAR-T 模型

的 AIC 值 444.79 與 SBC 值 456.39 為最小

值，表示調整機制最好的模型是 MTAR-T 

模型，圖 3(a) 縱軸即為殘差平方和，橫軸

則為門檻值，選擇殘差平方和最小值，其

門檻值 t 為 0.01361。表 2(b) 表示俄羅斯

股價指數的門檻共整合檢定，MTAR-T 模

型的 AIC 值 1466.04 與 SBC 值 1477.59 為

最低，其門檻值 t 為 0.02426 (如圖 3(b))。

另外在表 2(c) 則顯示印度股價指數的門

檻共整合檢定，MTAR-T 模型的 AIC 值  

−16.56 與 SBC 值 −4.99 為最小，而門檻值 

t 為 0.02208 (如圖 3(c))。最後在中國股價

指數的部分 (表 2(d))，可知門檻共整合檢

定之 MTAR-T 模型的 AIC 值為 440.83 與 

SBC 值 452.33 為最小值，其門檻值 t 為 

0.0387 (如圖 3(d))。

表 2 所選取的 MTAR-T 模型，在無共

整合虛無假設 H0 : r1 = r2 = 0 檢定及對稱

調整虛無假設 H0 : r1 = r2 檢定下，  與  

 分別代表虛無假設為無共整合關係與對

稱調整之 F 統計值，臨界值係根據 Enders 

and Siklos (2001)，發現四個國家都呈現顯



航運季刊 第二十卷 第四期 民國 100 年 12 月

1�

表 �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門檻自我迴歸共整合檢定

(a) 巴西

TAR MTAR TAR-T MTAR-T
l 1 1 1 1
t 0 0 0.23920 0.01361
r1 0.0007(0.6122) 0.0035(2.8247)*** 0.0008(0.7241) 0.0069(3.9686)***
r2 −0.0011(−0.7892) −0.0039(−3.0272)*** −0.0012(−0.8952) −0.0025(−2.4171)**

0.4988[0.6073] 8.5714[0.0002]*** 0.6629[0.5155] 10.7961[0.0000]***

0.9936[0.3189] 17.1387[0.0000]*** 1.3217[0.2504] 21.5881[0.0000]***
AIC 465.31 449.21 464.98 444.79

SBC 476.91 460.81 476.58 456.39

(b) 俄羅斯

 TAR MTAR TAR-T MTAR-T
l 4 4 4 4

t 0 0 0.3102 0.02426
r1 0.0003(0.1677) 0.0012(0.07849) 0.0005(0.3045) 0.0099(3.5465)***
r2 −0.0034(−2.1673)** −0.0052(−3.0529)*** −0.0034(−2.2450)** −0.0039(−3.1431)***

2.3626[0.0944]* 4.9681[0.0070]*** 2.5671[0.0769]* 11.2283[0.0000]***
2.6291[0.1051] 7.8356[0.0052]*** 3.0378[0.0815]* 20.3499[0.0000]***

AIC 1483.69 1478.49 1483.28 1466.04
SBC 1495.23 1490.03 1494.82 1477.59

(c) 印度

 TAR MTAR TAR-T MTAR-T
l 1 1 1 1
t 0 0 −0.56215 0.02208
r1 0.0011(0.3222) 0.0032(2.8793)*** 0.0009(1.0107) 0.0109(4.8938)***
r2 −0.0007(−0.6258) −0.0029(−2.5528)** −0.0014(−0.9546) −0.0013(−1.5469)

0.6859[0.5037] 7.4034[0.0006]*** 0.9664[0.3806] 13.1712[0.0000]***
1.2749[0.2589] 14.7093[0.0001]*** 1.8358[0.1756] 26.2443[0.0000]***

AIC 8.29 −5.11 7.73 −16.56
SBC 19.86 6.45 19.29 −4.99

(d) 中國

 TAR MTAR TAR-T MTAR-T
l 1 1 1 1
t 0 0 0.49497 0.03870
r1 −0.0007(−0.6590) −0.0010(−0.1575) −0.0010(−0.8962) −0.0199(−4.0675)***
r2 −0.0002(−0.2016) −0.0006(−0.6765) −0.0000(−0.0379) 0.0000(0.0126)

0.2375[0.7886] 0.2412[0.7857] 0.4023[0.6688] 8.2724[0.0002]***
0.1282[0.7203] 0.1357[0.7126] 0.4578[0.4987] 16.1957[0.0000]***

AIC 456.86 456.85 456.53 440.83
SBC 468.36 468.35 468.03 452.33

附註：
1. Enders and Granger (1998) Approach。
2. () 中表示 t 統計值；[ ] 中表示 p 值。

3. l 表最適落階期，t 為門檻值，r1 及 r2 為迴歸係數，  與  分別代表虛無假設為無共整合關係與對稱調整之 F 統計

值，臨界值根據 Enders and Siklos (2001)。
4. ***代表其在 1%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代表其在 5%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代表其在 10%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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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巴西 MTAR-T 模型門檻值

(b) 俄羅斯 MTAR-T 模型門檻值

(c) 印度 MTAR-T 模型門檻值

圖 � 金磚四國模型門檻值圖

(d) 中國 MTAR-T 模型門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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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表示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

存在著不對稱調整的長期共整合關係。基

此，從投資組合的觀點來看，金磚四國股

價指數與 BDI 指數間，具有共同趨勢及長

期均衡關係，所以，投資人無法藉由分散

投資各國的股價指數與運價指數達到分散

投資組合風險之目的。 

�.�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非線性) 
之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本文運用門檻誤差修正模型，進一步

探討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間，在

短期動態均衡調整之過程，以及長期的因

果關係。首先以門檻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

析，再配合傳統之線性誤差修正模型進行

比較與分析，其結果分述如下：

�.�.1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

指數之短期動態關係

由表 3(a) 中的 TECM 模型可發現，在 

BDI 指數與巴西股價指數的結果部分，當

期 BDI 指數與巴西股價指數前期 BS(−1) 及

前二期差分項 BS(−2) 之影響檢定顯著，

表示巴西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故巴西

股價指數對 BDI 指數具有領先落後的單向

關係。表 3(b) 係 BDI 指數與俄羅斯股價指

數的結果，由 TECM 結果發現，當期 BDI 

指數受前期 BDI 指數之影響，且前期俄

羅斯股價指數 RS(−2) 亦影響當期 BDI 指

數，而俄羅斯股價指數受前期 BDI 指數  

BDI(−2) 之影響，故 BDI 指數與俄羅斯股

價指數存在雙向因果關係。

由表 3(c) 得知 BDI 指數與印度股價

指數的結果，在表中 TECM 模型部分可

發現，印度股價指數的前一、二期差分項 

IS(−1)、IS(−2) 對當期的 BDI 指數影響之

檢定結果，其 t 值均顯著，顯示 BDI 指數

受前一、二期股價指數之影響，呈現印度

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的單向領先落後關

係。表 3(d) 中國的 TECM 模型發現，中國

股價指數的前期差分項 CS(−1) 對當期的 

BDI 指數，結果其 t 值顯著，顯示中國股

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股價指數對 BDI 指

數具領先落後的單向關係。

�.�.� 波羅地海指數及股價指數之長

期因果關係

就 BDI 指數與巴西股價指數之長期

關係，以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檢定可知，

BDI 指數對巴西股價指數的 H0 : d1 = d2 = 

g1 = 0 及 H0 : d1 = d2 = g2 = 0 皆顯著，表示

巴西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而以 BDI 指

數對俄羅斯股價指數之長期關係而言，考

慮門檻誤差修正項之 Granger 因果關係，

當門檻值在 0.02426 以上，聯合檢定無法

拒絕虛無假設 H0 : d1 = d2 = g1 = 0，在門檻

值 0.02426 以下時則拒絕聯合檢定虛無假

設 H0 : d1 = d2 = g2 = 0，故俄羅斯股價指

數對 BDI 指數在下門檻具有領先關係。而 

BDI 指數對俄羅斯股價指數皆拒絕聯合檢

定虛無假設，BDI 指數具有領先關係。因

此，考慮門檻誤差修正項之 Granger 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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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檢定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其中，

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a) 巴西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TECM 
Asymmetric

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ECM
Symmetric

巴西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巴西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Constant 0.0006(1.4525) −0.0000(-0.0906) 0.0000(0.2779) 0.0001(0.8558)
BS(−1) 0.0032(0.1555) 0.0223(2.0409)** 0.0124(1.9957)** 0.0139(1.6231)
BS(−2) −0.0427(−2.1069)** 0.0259(2.3819)** 0.0109(1.77305)* 0.0043(0.5035)
BDI (−1) 0.0429(1.1789) 1.0439(53.4385)*** 0.5684(49.0806)*** 0.6277(33.3437)***
BDI (−2) −0.0128(−0.3550) −0.2785(−14.3141)*** −0.1528(−13.8015)*** −0.1690(−10.8258)***

0.0008(0.5058) −0.0002(−0.2289)

−0.0010(−1.1347) −0.0007(−1.6218)
ECTt − 1 0.9259(153.79)*** 0.4083(38.3219)***
H0 : g1 = g2 = 0 0.7628[0.4669] 1.3438[0.2611]
H0 : q1 = q2 = 0 1.2141[0.2972] 2122.01[0.0000]***
H0 : d1 = d2 = 0 4.9195[0.0074]*** 1.4427[0.2365]
H0 : q1 = q2 = g = 0 7891.46[0.0000]***
H0 : q1 = q2 = g1 = 0 0.8212[0.4820]
H0 : q1 = q2 = g2 = 0 1.1539[0.3259]
H0 : d1 = d2 = g = 0 494.85[0.0000]***
H0 : d1 = d2 = g1 = 0 3.2947[0.0197]**
H0 : d1 = d2 = g2 = 0 4.2044[0.0056]***
H0 : (BS) g1 = g2 0.9968[0.3182]
H0 : (BDI) g1 = g2 0.3275[0.5672]
AIC −110.69 −3136.48 −5897.16 −4287.63
附註： ( ) 中表示 t 統計值，( ) 前數字為係數值；[ ] 中表示 p 值，[ ] 前數字為 F 統計值。***代表其在 1% 的

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5%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10%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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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檢定 (續)
(b) 俄羅斯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TECM 
Asymmetric

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ECM
Symmetric

俄羅斯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俄羅斯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Constant 0.0009(1.9178)* −0.0000(−0.0466) 0.0001(0.6252) 0.0002(1.1234)
RS(−1) 0.0961(4.6861)*** 0.0043(0.3886) 0.0191(2.2257)** 0.0291(3.3105)***
RS(−2) 0.0076(0.3703) 0.0237(2.1654)** 0.0186(2.1847)*** 0.0168(1.9343)*
BDI (−1) −0.0583(−1.5360) 0.8951(43.9098)*** 0.6224(36.5081)*** 0.5241(27.5028)***
BDI (−2) 0.1273(3.3619)*** −0.1479(−7.2739)*** −0.0870(−5.4741)*** −0.0576(−3.5171)***

0.0022(0.8995) 0.0008(0.4437)

−0.0019(−1.8401)* −0.0016(−2.6509)***
ECTt − 1 0.8501(106.1458)*** 0.3957(36.9181)***
H0 : g1 = g2 = 0 2.0906[0.1238] 3.6040[0.0274]**
H0 : q1 = q2 = 0 7.0805[0.0008]*** 1265.11[0.0000]***
H0 : d1 = d2 = 0 2.5136[0.0812]* 8.0047[0.0003]***
H0 : q1 = q2 = g = 0 3782.26[0.0000]***
H0 : q1 = q2 = g1 = 0 4.8226[0.0024]***
H0 : q1 = q2 = g2 = 0 5.9157[0.0005]***
H0 : d1 = d2 = g = 0 457.29[0.0000]***
H0 : d1 = d2 = g1 = 0
H0 : d1 = d2 = g2 = 0 17537[0.1539]
H0 : (RS) g1 = g2 2.4106[0.1207] 4.2213[0.0055]***
H0 : (BDI) g1 = g2 1.6656[0.1969]
AIC 598.38 −2351.91 −3551.64 −3425.59
附註： ( ) 中表示 t 統計值，( ) 前數字為係數值；[ ] 中表示 p 值，[ ] 前數字為 F 統計值。***代表其在 1% 的

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5%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10%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關係，就長期而言，BDI 指數與俄羅斯股

價指數存在有雙向領先落後關係。

印度股價指數對 BDI 指數之長期關

係，可知 d1 = d2 = g1 = 0 以及 d1 = d2 = g2 

= 0 皆顯著，表示印度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存在有單向領先落後關係。就中國

股價指數對 BDI 指數之長期關係而言，可

知中國股價指數對 BDI 指數之長期關係顯

著拒絕虛無假設 H0 : d1 = d2 = g2 = 0，BDI 

指數對中國股價指數相同，因此中國股價

指數與 BDI 指數存在雙向領先落後關係。

由於巴西與印度同時擁有廣大內需

市場，且同屬原物料主要供應國，在國際

原物料需求、國際資金的湧入以及內需市

場的帶動下，經濟的成長帶動股市強勁上

漲，自 2001 年巴西股市成長 7 倍，印度股

市成長 5 倍，結果呈現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由於俄羅斯的出口以能源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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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對外資的管制與內需市場所帶動的經

濟成長未如巴西、印度與中國來的明顯，

結果發現除了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外，

BDI 指數若上漲也會帶動俄羅斯的股價指

數上漲，呈現互有領先的雙向關係。而中

國除了原物料需求及內需的帶動外，其

經濟的成長也會影響乾散貨的運費 (Kim, 

2011)，而當 BDI 指數持續上漲，也代表

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因此呈現互有領先

的雙向因果關係。

�.� 誤差修正模型  (線性 )  之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1 波羅地海指數及金磚四國股價

指數之短期動態關係

由表 3(a) 的 ECM 模型結果可知，巴

西股價指數受前期 BDI 指數影響，呈現

單向互動的因果關係，顯示 BDI 指數領

表 �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檢定 (續)
(c) 印度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TECM 
Asymmetric

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ECM
Symmetric

印度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印度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Constant 0.0006(1.7788)* −0.0000(-0.1837) 0.0000(0.5100) 0.0002(1.2496)
IS(−1) 0.07196(3.4759)*** 0.0252(1.7949)* 0.0227(2.8778)** 0.0363(3.7698)***
IS(−2) −0.0608(−2.9767)*** 0.0446(3.1749)*** 0.0148(1.8702)* −0.0008(−0.0866)
BDI (−1) 0.0339(1.1566) 0.9555(47.6503)*** 0.4995(42.0535)*** 0.4443(26.2719)***
BDI (−2) −0.0026(−0.0882) −0.2035(−10.1811)** −0.1065(−9.4959)*** −0.0936(−6.7505)***

0.0004(0.2038) −0.0017(−1.3092)

−0.0006(−0.8246) −0.0006(−1.2349)
ECTt − 1 0.8648(117.1794)*** 0.5475(51.8286)***
H0 : g1 = g2 = 0 0.3581[0.6991] 1.6405[0.1941]
H0 : q1 = q2 = 0 1.5551[0.2114] 1550.1805[0.0000]***
H0 : d1 = d2 = 0 7.0669[0.0008]*** 7.1214[0.0008]***
H0 : q1 = q2 = g = 0 4583.82[0.0000]***
H0 : q1 = q2 = g1 = 0 1.0516[0.3686]
H0 : q1 = q2 = g2 = 0 1.2337[0.2958]
H0 : d1 = d2 = g = 0 905.27[0.0000]***
H0 : d1 = d2 = g1 = 0 5.1783[0.0014]***
H0 : d1 = d2 = g2 = 0 5.2674[0.0013]***
H0 : (RS) g1 = g2 0.2243[0.6358]
H0 : (BDI) g1 = g2 0.6370[0.4249]
AIC −838.81 −2635.72 −5414.70 −4439.49
附註： ( ) 中表示 t 統計值，( ) 前數字為係數值；[ ] 中表示 p 值，[ ] 前數字為 F 統計值。***代表其在 1% 的

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5%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10%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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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巴西股價指數。表 3(b) 俄羅斯的 ECM 

模型結果發現，BDI 指數與俄羅斯股價指

數皆各受前期影響，顯示 BDI 指數與俄

羅斯股價指數存在雙向互動的因果關係。

表 3(c) 印度的 ECM 模型結果，BDI 指數

與印度股價指數也分別受前期股價與前期 

BDI 指數之影響，可知印度的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間，存在雙向互動的因果關係。

而表 3(d) 中國的 ECM 結果，前一期中國

股價指數對當期 BDI 指數顯著，而前一期

的 BDI 指數對當期股價指數也顯著，顯示 

BDI 指數與中國股價指數存在雙向互動的

因果關係。

�.�.� 波羅地海指數及金磚四國股價

指數之長期因果關係

以巴西股價指數對 BDI 指數而言， 

H0 : q1 = q2 = g = 0 與 H0 : d1 = d2 = g = 0 皆

為顯著，表示其互為領先及落後關係。

表 � 波羅地海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檢定 (續)
(d) 中國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 TECM 
Asymmetric

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ECM
Symmetric

中國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中國股價指數 波羅地海指數

Constant 0.0005(1.1046) −0.0000(−0.0598) −0.0000(0.1032) 0.0001(0.8983)
IS(−1) 0.0934(4.4402)*** 0.0286(2.0174)** 0.0063(2.5371) ** 0.0304(4.6938)***
IS(−2) −0.0197(−0.9454) −0.0016(−0.1149) −0.0004(−0.1505) −0.0049(−0.7698)
BDI (−1) 0.0457(1.5972) 0.6795(32.7257)*** 0.1185(32.7637)*** 0.1529(13.8998)***
BDI (−2) 0.0425(1.3999) 0.0181(0.8705) 0.0036(0.9896) 0.0154(1.6264)

−0.0092(−1.6931)* −0.0099(−2.9126)***

−0.0004(−0.4273) −0.0007(−1.4707)
ECTt − 1 0.9862(401.1234)*** 0.7942(94.1323)***
H0 : g1 = g2 = 0 1.5275[0.2173] 5.3322[0.0049]***
H0 : q1 = q2 = 0 6.9142[0.0010]*** 1081.74[0.000]***
H0 : d1 = d2 = 0 2.0368[0.1307] 11.0815[0.0000]***
H0 : q1 = q2 = g = 0 53952.63[0.00]***
H0 : q1 = q2 = g1 = 0 5.4803[0.0009]***
H0 : q1 = q2 = g2 = 0 4.6806[0.0029]***
H0 : d1 = d2 = g = 0 2960.57[0.0000]***
H0 : d1 = d2 = g1 = 0 4.2129[0.0056]***
H0 : d1 = d2 = g2 = 0 2.1351[0.0938]*
H0 : (RS) g1 = g2 2.4945[0.1144]
H0 : (BDI) g1 = g2 7.0864[0.0078]***
AIC 465.89 −1298.51 −9413.69 −4944.68
附註： ( ) 中表示 t 統計值，( ) 前數字為係數值；[ ] 中表示 p 值，[ ] 前數字為 F 統計值。***代表其在 1% 的

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5%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代表其在 10% 的信賴水準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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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DI 指數與俄羅斯股價指數之長期關

係，其聯合檢定皆顯著拒絕虛無假設，故 

BDI 指數與俄羅斯股價指數互有領先落後

關係。考慮誤差修正項之 Granger 因果關

係，BDI 指數與印度股價指數互為領先及

落後關係。就 BDI 指數與中國股價指數之

長期關係而言，其聯合檢定皆顯著拒絕虛

無假設，故 BDI 指數與中國股價指數互有

領先落後關係。此一結果證明 BDI 指數

與股價指數間是存在相互關聯性。此外，

BDI 指數對股價指數與股價指數對 BDI 指

數具調整效果，呈現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

皆承受線性調整過程。

綜合來看，傳統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的估計結果，在短期因果關係中，除了巴

西呈現 BDI 領先股價指數的單向因果關

係外，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的 BDI 指數

與股價指數皆為雙向因果關係；而金磚四

國的長期因果關係，則皆顯示為雙向因果

關係。相對非線性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

果，在短期巴西、印度與中國皆為股價指

數領先 BDI 的單向因果關係，只有俄羅

斯為雙向因果關係；長期因果關係部分，

巴西與印度呈現股價指數領先 BDI 的單向

因果關係，俄羅斯與中國則為雙向因果關

係。由傳統線性誤差修正模型與非線性誤

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果比較可知，在時間

數列資料存在有非對稱效果時，傳統線性

檢定方法所得到的結果與非線性檢定結果

存在估計落差。

伍、結論

本文探討 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間股價

指數的長短期互動情況，結果證實 BDI 指

數與金磚四國間股價指數存在不對稱的長

期共整合關係。考量非線性誤差修正模型

時，在短期巴西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

俄羅斯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互有影響；印

度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中國的股價指

數領先 BDI 指數。在長期因果關係部分，

發現巴西與印度股價指數領先 BDI 指數，

有單向領先落後關係，而俄羅斯股價指數

及中國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呈現雙向領

先落後的關係，可知金磚四國股價指數與 

BDI 指數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也意謂運

價的高低受到市場的供需和各國景氣等因

素影響，支持 Kavussanos (1996) 在油輪運

價市場的研究發現。

考量傳統線性誤差修正模型時，結果

呈現短期 BDI 指數領先巴西股價指數，

俄羅斯、印度與中國股價指數則是與 BDI 

指數互有領先落後關係。長期而言，BDI

指數與金磚四國股價指數存在雙向互動關

係。另一方面，比較 TECM 與 ECM 模型

發現，運用傳統線性誤差修正模型，所得

到長短期領先落後關係的結果與非線性門

檻誤差修正模型所得落差頗鉅。因此，判

斷變數間是否存在有非對稱效果存在，將

對模型估計的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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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場是經濟發展的先行指標，

能反映未來景氣的成長與衰退 (林華德，

1988)，而 BDI 指數為反映散裝航運市場

景氣的重要指標，本文藉由非線性門檻誤

差修正模型的結果可知，BDI 指數與金磚

四國股價指數確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存

在，因此投資者可透過股價與景氣變動來

掌握散裝運價的波動，或藉由選定不同國

家或不同標的進行投資，以達分散風險之

目的。後續研究可尋找其他標的，如遠期

匯率、原物料價格、油價等，擴大應用非

線性門檻誤差修正模型。此外，未來研究

除可從事跨國比較分析，如美國、澳洲等

股價指數外，也可考量運用不同的資料加

以分析。最後，未來研究資料可以考量加

入結構性改變 (structural break)，來作為特

別事件的切割，如金融海嘯事件，以利檢

驗重大政經事件或市場重要機制之施行對

相關變數或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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