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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美國產業指標、原物料商品價格與美國股市波動 

之關聯性研究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S. Industry Index, the Raw Materials 

Prices and the U.S.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王天津a    張淑娟b 

摘要 

自工業革命以及科技進步下，邁向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國家，經濟也漸漸的發展起來。自 2008 年美

國次級房貸風暴引發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趨勢呈現不穩定的情況，原物料商品價格波動劇烈，股市

變化難以預測。因此，本研究採用 2010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之月資料的美國房價指數、ISM 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西德州原油價格、國際銅價與 S&P 500 之間的關聯性，以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向

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衝擊反應分析以及誤差項變異數分解等方法進行

分析。 

實證結果可知美國房價指數、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西德州原油價格、國際銅價與 S&P 500 之

間沒有共整合關係。透過 VAR 模型分析指出，產業指標的房價指數對 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國際銅

價、S&P 500 有顯著的影響關係，原物料商品的西德州原油價格對 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與 S&P 500 也

具有顯著影響關係。從衝擊反應分析可看出，在短期時，美國房價指數、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西

德州原油價格、國際銅價與 S&P 500 會受彼此之間影響，但長期而言，五個變數之間會逐漸趨於平穩

回到均衡狀態。最後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的結果，短期內，美國房價指數、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西德州原油價格、國際銅價與 S&P 500 主要是受自身影響較大，但隨著期數增長，其五個變數的變動

反而呈現息息相關的情況。 

關鍵字：美國經濟指標、共整合檢定、向量自我迴歸模型、衝擊反應分析、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econom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with the 

industrialized and urbanized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ince 1894. 

After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triggered a 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global economic trend 

has been unstable, the raw material prices have fluctuated drastically and the stock markets have become much 

more unpredictable. The U.S. has proposed a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o revive the real econom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S. industry index, raw materials prices and the U.S.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This study is including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is empirical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U.S. industry index and raw materials prices 

influenced on the U.S. stock market, but the U.S. industry index and raw materials prices isn’t influenced by 

the U.S. Stock Market.. 

Keywords：the U.S. Economic Indicators, Co-integration Test, VAR Model,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1. 前言 

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上半期，由英國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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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工業革命，以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取代手工生

產，帶動了英國經濟快速的發展，不但成為世界

上第一個工業國家，也促使美國、歐洲等國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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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業革命。19世紀後期，內燃機與發電機的出

現，開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此時，工業結構也

從輕工業轉向為重工業。而美國在1884年時，工

業總產值超越了農業總產值，在1894年時，工業

生產值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工業大國，

到了1914年到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

工業生產值從242億美元增加到624億美元 (邵永

靈，2016)，美國由債務國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

世界經濟中心從倫敦轉移至紐約。另一方面，美

國也隨著工業的發展逐漸走向城市化，1790年，

美國聯邦政府首次進行人口普查，此時城市人口

僅佔全國總人口的5.1%，1860至1900年，城市人

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從19.8%上升到39.6%，到

1920年則增加至51.2%。(王旭，2006) 

隨著各國紛紛走向工業化，對於基本金屬及

能源等原物料商品之供給及需求有大規模增加，

不過原物料的價格仍舊維持在低檔。直到20世紀

70年代後，受到石油危機，以及美國經濟強勢成

長與歐洲市場復甦等因素，導致原物料商品的價

格開始有大幅度的波動，而其價格大幅度的變動

將不利於一國經濟的發展狀況。 

銅是基本金屬中，不但延展性與可塑性好、

抗腐蝕又可回收，而且又有良好的導電、導熱的

功能，常被用來製作成電線與管路等，廣泛地應

用在建築業、基礎建設、電子電機、通信工程等

工業上。根據GFMS Copper Survey報告指出，有

38%銅使用於電力電子上、31%使用在建築建設

上。當經濟繁榮時會帶動房產業和製造業對於銅

的需求增加，造成銅價的上揚；反之，當經濟衰

退時房產業和製造業對於銅的需求則是萎縮，導

致銅價下跌。若當銅的供給穩定時，銅的需求多

寡可能會影響銅價的波動，因此，顯示出銅價與

房產業和製造業是息息相關。此外，1994年至1995

年，因美國經濟成長、歐洲市場復甦、亞洲國家

崛起，使國際銅價明顯上揚；然而1997年受到亞

洲金融危機，造成國際銅價下跌，直到2003年因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帶動國際銅價迅速暴漲，但

2008年又受到金融海嘯導致國際銅價迅速暴跌。

投資界也常把銅價的趨勢作為全球經濟變化的領

先指標之一。因此，本研究欲了解房產業、製造

業、銅價彼此間的關聯性。 

原油是工業上不可或缺的原物料，其因原油

提煉出的石油，被大量用來作為工業用途，所以

有工業心臟之稱，除此之外，石油也被運用在民

生用品、運輸燃料與軍事戰略等上，所以原油價

格大幅的變動，將會影響到各國產業的經濟情勢，

以過去歷史上爆發3次的石油危機來看，原油價格

的暴漲，導致各國GDP下滑，全球經濟受到嚴重

影響，由此得知原油價格的波動會影響到各國經

濟發展的狀況。 

原油與銅價作為國際重要的原物料，也是工

業不可或缺的用料，從經濟發展史來看，快速的

經濟成長大多從製造業的生產或出口的蓬勃發展

開始，反映出工業與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具有密切

相關，因此其價格趨勢有一定程度能反映出經濟

的好壞。另一方面，原物料價格通常會受到自然

災害、地緣政治因素或通貨膨脹而上漲，這些因

素通常會造成其他金融商品價格下跌如股票，另

一種情況則是因經濟復甦需求大增，使原物商品

價格與股市一同上揚，因此可得知原物料價格的

變化與股市是具有相關性，其相關性是否為真，

也是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一。 

基於上述的動機，本研究藉由產業的指標、

原物料商品價格與股票市場三者之間探討彼此互

動關係。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之一，因此本研

究將從美國方面加以探討，選取美國房產業、美

國製造業作為產業指標，原物料商品以國際銅價、

西德州原油價格作為代表，股票市場則採用S&P 

500。 

2. 文獻回顧  

John Okunev and Patrick J. Wilson(1997) ，研

究指出美國股市與房市存在非線性關係。Ming-

Chi Chen and Kanak Patel(1998)，以動態的因果關

係進行房價與總家庭收入、短期利率、股票價格

指數、建築成本、房屋興建完成戶數之研究，研

究指出房價和股票價格指數彼此之間會互相影

響。Sutton(2002) 針對1970年至2002年的美國、加

拿大、英國、愛爾蘭、荷蘭、澳洲六個國家之房

價變動進行研究，結果指出有部分的房價變動對

股價具有解釋能力。Greg Tkacz and Carolyn 

Wilkins(2008) 研究指出加拿大股票與房價預測

通貨膨脹及未來的經濟活動是具有顯著的效果。 

Koenig(2002)，指出採購經理人指數能反映

出製造業整體的趨勢。而黃子恒(2013)，透過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以及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研

究道瓊股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工業生產指

數、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以及失業率之間的關

聯性，研究結果指出，美國製造業之PMI指標與道

瓊股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工業生產指數、

失業率是具有雙向因果關係，表示彼此之間是互

相影響。張富森(2014) 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文

獻分析法，研究發現中國大陸之PMI對中國大陸

股市具有顯著性的影響。陳建徳(2014)，主要是探

討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是否為景氣反轉的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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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其變數有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芝加

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汽車銷售量、Case ＆ 

Shiller 房價指數、S＆P500指數，結果發現芝加哥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對Case ＆ Shiller房價指

數具有領先效果。陳建和(2015)，以向量自我迴歸

模型，探討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及匯豐中

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對滬深300指數及國企

H股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中國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對滬深300及匯豐中國採購經理人

指數具有領先關係。 

Sadorsky(1999)，利用1947年至1996年的原油

價格與S&P 500之年資料進行關聯性之研究，研究

結果指出，國際原油價格與股票市場是呈現反方

向的關係，也就是說，當國際原油價格上漲時反

而會造成股價下跌。王尊賢(2006)，透過VECM模

型，探討國際銅價決定機制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研究結果指出，國際銅價主要是受到銅庫存、美

國與大陸工業生產指數、OPEC原油價格的變動

而產生影響，對於美國與大陸工業生產指數、

OPEC原油價格是呈現正向影響。朱俊澔(2011)，

以原油價格、銅價格、鎳價格、紙漿價格，進行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結果發現原油價格對銅價

是具有單向因果關係。而陳珮庭(2011) ，是以國

際銅價、WTI國際原油價格、美元匯率及台灣加

權股價指數進行檢定，結果指出國際銅價對WTI

國際原油價格是具有影響關係，因此可得知銅價

與原油彼此之間是有關連的。陳玉樹(2010)，進行

原物料指數與股市、匯市關聯性之研究，透過時

間序列分析結果顯示，原物料進出口國對於各國

股市皆是顯著的正向影響。 

從上述文獻中，可發現房地產價格、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國際銅價、原油價格與股票市

場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此，本研究

以美國房價指數、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標、國

際銅價、西德州原油價格與S&P 500之五個變數進

行研究分析，使用時間序列分析探討美國產業指

標、原物料商品價格與美國股市之間是否具有顯

著的關聯性。  

3. 研究方法 

3.1 單根檢定 (Unit Root Test) 

單根檢定是在檢定時間序列資料是否為定態

的序列，若使用非定態的時間序列去進行迴歸分

析，將可能會導致模型上的估計結果出現偏誤，

產生判定係數或調整後的判定係數過高，而

Durbin- Waston值卻很低的情況，也就是Granger 

and Newbold (1974) 所提出的假性迴歸的情形，

因此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必須先確認資料是否具有

定態性質，若時間序列資料呈現非定態，則必須

透過差分方式使資料具有定態，而經d次差分後之

序列則稱整合階次為d階(integrated of order) ，以

Ι(d)為表示。 

3.2 共整合檢定 (Co-integration Test) 

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若非定態的時

間數列之間存在定態的線性組合，則變數間具有

長期均衡關係，表示數列間有共整合現象。由於

大部分的時間序列為非定態的資料，必須經過d次

差分後才轉為定態數列，但此過程可能會喪失變

數之間所隱藏的長期資訊，而導致無法觀察變數

之間是否有長期均衡關係，因此必須進行共整合

檢定探討數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係。共整

合檢定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為Engle-Granger

兩階段檢定法，第二種為Johansen(1991) 提出的

最 大 概 似 估 計 檢 定 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然而Engle-Granger檢定估計雖然簡單，但其

缺點是變數間只能有一組共整合關係，若超過一

組以上的共整合關係可能會造成檢定結果錯誤，

此外第二階段的單根檢定是針對第一階段所得的

殘差，而不是一次估計所得到的檢定量，且無法

加入係數限制性的檢定，因此無法判斷哪幾個變

數應納入共整合關係中；然而這些缺失Johansen

檢定法可以克服。 

Johansen檢定有兩種方法決定共整合的組

數： 

1.對角元素和檢定(trace test)  

𝜆𝑡𝑟𝑎𝑐𝑒(r) = −T ∑ 𝐼𝑛𝑛
𝑖∗𝑟+1 (1 − λ̂𝑖) (1) 

2.最大特性根檢定(maximum eigenvalue test) 

𝜆𝑚𝑎𝑥(𝑟, 𝑟 + 1) = −𝑇𝐼𝑛(1 − λ̂𝑟+1)  (2) 

以上兩種方法，從r=0開始進行檢定，再陸續

增加r之個數，直到無法拒絕虛無假設為止。若共

整合結果顯示變數間含有共整合向量，則可運用

修正誤差模型分析變數間的均衡關係；若共整合

結果顯示變數間不含共整合向量，則可直接運用

向量自我模型分析變數間的均衡關係。 

3.3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VAR Model)  

在傳統的線性迴歸模型中，須明確分辨變數

之內生性與外生性的問題，但實際上在多元的經

濟體中難以判斷變數的內生性與外生性，而一旦

設定錯誤而進行迴歸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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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質疑。 

因此Sim(1980) 提出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其

模型是將所有變數均視為內生變數來處理，且不

需要考慮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其透過一組多變數、

多條迴歸方程式，來探討變數間的互動關係，而

每條迴歸方程式皆以變數的落後項作為解釋變

數。所以一般文獻在探討總體經濟的變數之間的

關聯性，大多採用VAR模型來探討，其VAR迴歸

模型如下： 

𝑋𝑡 = 𝐴0 + 𝐴1𝑋𝑡−1 + 𝐴2𝑋𝑡−2 + ⋯ + 𝐴𝑝𝑋𝑡−𝑝 + 𝜀𝑡 

 (3) 

另外，要決定VAR模型中變數的落後期數，

而決定落後期數方法有兩種，第一種為概似比檢

定(likelihood ratio test, LR test)，第二種則用AIC或

SC最小值作為依據，其2種公式如下： 

1. LR檢定式： 

(T − c)(In|ΣR| − In|ΣU|)~𝜒2(𝑑)  (4) 

2. AIC與SC公式： 

AIC = In (
𝑆𝑆𝐸

𝑇
) + (

2𝑘

𝑇
)  (5) 

SC = In (
𝑆𝑆𝐸

𝑇
) + (

𝑘

𝑇
𝐼𝑛𝑇)  (6) 

3.4 衝擊反應分析(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衝擊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是

指在分析當其他衝擊不變下，特定衝擊對於內生

變數動態的影響，也就是說，由衝擊反應函數可

觀察到當某一變數的自發性干擾，引起其他變數

在時間過程中所產生的反應或當某一變數受到其

他變數的自發性干擾，在時間過程所產生的各種

可能反應。此外，也可觀察出VAR模型變數受到

隨機項衝擊時，該變數及其他變數的動態反應過

程。以二個數列顯示衝擊反應模型如下： 

[
𝑦𝑡

𝑧𝑡
] = [

y̅
z̅

] + ∑ [
𝜙11(𝑖) 𝜙12(𝑖)
𝜙21(𝑖) 𝜙22(𝑖)

]∞
i=0 [

𝜀𝑦𝑡−𝑖

𝜀𝑧𝑡−𝑖
]  (7) 

𝑥𝑡 = μ + ∑ 𝜙𝑖𝜀𝑡−𝑖
∞
i=0   (8) 

衝擊反應分析利用圖形描繪不同干擾項衝擊

對各變數影響的時間過程，可透過衝擊反應函數

的變化，檢視變數間的互相影響是呈現正向還是

負向、是否為持續性還是跳動性狀態，是長期性

還是短期性的影響。 

3.5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VAR Model) 

預測誤差變異分解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用來分析變數之間的變動關係，

將預測誤差的變異數分解成不同衝擊所造成的比

例，簡單來說，是估算某一個變數的預測誤差變

異，有多少比例是由自身的變動和其他變數變動

所解釋。 

4. 實證結果 

4.1 資料說明 

本研究將選取幾項變數作為代表性指標，首

先美國產業指標是以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公布的

FHFA房價指數與美國供應管理協會的ISM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作為代表，原物料商品價格是

LME國際銅價以及西德州原油價格作為代表指

標，S&P 500指數則是代表美國股市，接著將LME

國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西德州原

油價格、美國房價指數、S&P 500指數之五個變數，

各自命名為CU、PMI、WTI、LFHFA、SPX作為

代號，來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期間選取因考量到

2008年的金融風暴，會有結構變動的疑慮，因此

擷取自2010年01月至2017年12月，共96筆每月資

料。 

4.2 單根檢定 

本研究使用PP單根檢定，檢定結果如表1顯

示，在原始序列資料之下，所有變數序列皆無法

拒絕具有單根的虛無假設，亦即變數資料為非定

態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後所有變數資料則是轉為

定態序列，整合級次為Ι(1)的序列。 

表1:本研究五個變數之PP單根檢定表 

變數 
含截距項和

趨勢項 
含截距項 

不含截距項

和趨勢項 

CU -1.762 -1.354 -0.187 

PMI -2.411 -2.524 0.131 

WTI -2.041 -1.239 -0.439 

LFHFA -2.646 1.238 2.963 

SPX -2.977 -0.597 2.925 

ΔCU -7.476*** -7.520*** -7.560*** 

ΔPMI -10.666*** -10.664*** -10.718*** 

ΔWTI -7.170*** -7.202*** -7.235*** 

ΔLFHFA -4.634*** -4.521*** -4.073*** 

ΔSPX -10.613*** -10.670*** -9.918*** 

註 1：*、**、***分別表示在 10%、5%、1%的

水準下顯著。 

註 2：Δ 表示為一階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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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共整合檢定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結果，發現不管是對角

元素和檢定或是最大特性根檢定，檢定結果均顯

示LME國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西德州原油價格、美國房價指數與S&P 500指數之

間無共整合關係，表示五個變數之間並無存在長

期均衡關係。因此只需要將變數一階差分後便可

進行VAR模型分析。 

表2:共整合檢定(Trace Test) 

Hypothesized 

No. of CE(s) 
Eigenvalue 

Trace 

Statistic 

0.05 

Critical Value 
Prob.** 

r=0 0.304 81.951 88.803 0.141 

r≤1 0.198 48.218 63.876 0.495 

r≤2 0.150 27.605 42.915 0.645 

r≤3 0.082 12.478 25.872 0.777 

r≤4 0.047 4.519 12.517 0.666 

表3:共整合檢定(Maximum Eigenvalue Test) 

Hypothesized 

No. of CE(s) 
Eigenvalue 

Max-Eigen 

Statistic 

0.05 

Critical Value 
Prob.** 

r=0 0.304 33.733 38.331 0.153 

r≤1 0.198 20.613 32.118 0.603 

r≤2 0.150 15.126 25.823 0.623 

r≤3 0.082 7.959 19.387 0.825 

r≤4 0.047 4.519 12.517 0.666 

註1：r代表假定的共整合向量數目  註2：含有常數項及時間趨勢項。 

 

4.3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4.3.1 決定最適落後期數 

在建立VAR分析前，必須先決定變數的最適

落後期數，雖然AIC準則可找出較佳的模型，但無

法得知是否顯著地優於其他模型。因此進一步採

用LR檢定，進行兩兩模型比較，當LR統計量出現

顯著拒絕虛無假設的情形，表示未受限制的模型

顯著比受限制的模型好。本研究分別估計(8,6)、

(6,4)、(4,2)、(2,1)的模型進行比較，從表4可發現

VAR(2)的調整後LR統計量(84.593)大於1%臨界

值(76.153)以及5%臨界值(67.504)，表示顯著拒絕

虛無假設，且AIC值也為最小值，因此最適落後期

數為二的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為較佳的解釋模型。 

表4:LR檢定結果表 

VAR(p) 調整後 LR AIC 

4 40.754 -21.226 

2 84.593 -21.732 

1  -21.175 

註：t=88，1%顯水準的χ2(50)= 76.153，5%顯水

準的χ2(50)= 67.504；1%顯水準的χ2(25)= 

44.314，5%顯水準的χ2(25)= 37.652 

4.3.2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的建立 

圖4-3為LME國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西德州原油價格、美國房價指數與S&P 

500指數之五個變數所組成的VAR(2)所估計和檢

定的結果。在5%顯著水準下，結果整理如下： 

(一)  LME國際銅價部分 

從圖1第一欄是LME國際銅價為依變數所估

計之各項參數的結果，可發現落後一期的LME國

際銅價(參數為1.037；t統計量為8.9710)，對於當

期LME國際銅價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美國房價

指數落後一期(參數為-1.7458；t統計量為-2.5059) 

對於當期LME國際銅價呈現反向關係，然而美國

房價指數落後二期 (參數為1.8091； t統計量為

2.5091)，則是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 

(二)  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從圖1第二欄是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為依變數所估計之各項參數的結果，可發現落後

一期的 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參數為

0.5329；t統計量為4.6733)與落後一期的西德州原

油價格(參數為1.1471；t統計量為9.2093)，對於當

期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呈現顯著的正向關

係；落後一期的美國房價指數(參數為-0.9315；t統

計量為-2.0943) 對於當期LME國際銅價呈現反向

關係，然而美國房價指數落後二期 (參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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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6；t統計量為3.3771)，則是呈現顯著的正向

關係。 

(三)  西德州原油價格 

從圖1第三欄是西德州原油價格為依變數所

估計之各項參數的結果，可發現落後一期的西德

州原油價格(參數為1.1471；t統計量為9.2093)，對

於當期西德州原油價格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 

(四)  美國房價指數 

從圖1第四欄是美國房價指數為依變數所估

計之各項參數的結果，可發現落後一期的美國房

價指數(參數為1.5753；t統計量為18.5964)與落後

一期的S&P 500指數(參數為0.0425；t統計量為

2.2184)，對於當期美國房價指數呈現正向關係，

然而落後二期的美國房價指數(參數為-0.6770；t

統計量為-7.7222)，對於當期美國房價指數則是呈

現反向關係。 

(五)  S&P 500指數 

從圖1第五欄是S&P 500指數為依變數所估計

之各項參數的結果，可發現落後一期的S&P 500指

數(參數為0.5980；t統計量為5.0678)與落後一期的

西德州原油價格 (參數為 0.1270； t統計量為

2.4932) ，對於當期S&P 500指數呈現正向關係，

而落後一期的美國房價指數(參數為-1.1541；t統

計量為-2.2997)，對於當期S&P 500指數則是呈現

反向關係。 

表5:VAR(2)估計結果 

 

 

4.4 衝擊反應分析 

本研究利用衝擊反應分析，來了解LME國際

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西德州原油價

格、美國房價指數與S&P 500指數之五個變數之間

互相衝擊的變動程度，分析結果如下： 

(一) 就LME國際銅價而言，由圖2結果可得知，當

LME國際銅價變動一單位標準差時，以自身

所受的衝擊反應最大；對美國房價指數的衝

擊在第一期影響為反向，直到第五期轉為正

向，之後逐漸趨於平穩狀態；而西德州原油

價格起初是正向影響，約第10期後轉為負向

影響，直到35期才逐漸回穩；對S&P 500的衝

擊則是呈現負向影響，約第26期後才轉為正

向後逐漸趨於平穩；對ISM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的衝擊，在短期內有些微正反的波動。 

(二) 就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而言，由圖3結

果可得知，當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變

動一單位的標準差時，對於自身、LME國際

銅價及西德州原油價格有立即且正向影響；

而美國房價指數起初為負向至第4期轉為正

向影響，對於S&P 500指數較無較大之衝擊影

響。 

(三) 就西德州原油價格而言，由圖4結果可得知，

當西德州原油價格變動一單位的標準差時，

以自身所受到的衝擊影響最大，對其他變數

衝擊程度由大至小排序為LME國際銅價、

S&P 500指數、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及

美國房價指數。 

(四) 就房價指數而言，由圖5結果可得知，當房價

指數變動一單位的標準差時，以自身所受到

的衝擊反應最大，對其他變數衝擊程度由大

至小排序為、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LME國際銅價、S&P 500指數及美國房價指

數。 

(五) 就S&P 500指數而言，由圖6結果可得知，當

S&P 500指數變動一單位的標準差時，短期

內，對國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西德州原油價格有立即且正向影響；美

國房價指數起初是負向影響直到第9期轉為

正向影響，之後趨向平穩。 

綜合上述衝擊反應分析可知，本研究之五個

變數大部分皆受自身影響較大，而與其他變數也

或多或少相互影響，但長期而言，本研究之五個

變數之間會逐漸趨於平穩，表示彼此之間會回到

均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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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CU衝擊反應圖 

 
圖3:PMI衝擊反應圖 

 
圖4:WTI衝擊反應圖 

 
                圖5:LFHFA衝擊反應圖 

 
     圖6:SPX衝擊反應圖 

4.5 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圖7為LME國際銅價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圖表，由圖中結果顯示，LME國際銅價之預測誤

差變異數由自身解釋的比例最高，接著是美國房

價指數與S&P 500指數，而解釋能力最差則是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顯示出LME國際銅價主

要是受自身影響較大。 

圖8為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之預測誤

差變異數分解圖表，由圖中結果顯示，ISM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預測誤差變異數自身解釋，隨著

時間的增長而逐漸降低，反而LME國際銅價、美

國房價指數與西德州原油價格之解釋比例逐漸提

高，S&P 500指數之解釋能力則是最低。從上述的

變化可發現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短期內受

自身影較大，但長期下來反而與LME國際銅價、

美國房價指數與西德州原油價格的變動呈現息息

相關的情況。 

圖9為西德州原油價格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

解圖表，由圖中結果顯示，可發現西德州原油價

格之預測誤差變異數的自身解釋的比例逐漸降，

而LME國際銅價、S&P 500指數則是逐漸提高，

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之預測誤差變異數維

持約2%-3%的變動。由上述的變化可看出道西德

州原油價格短期內主要是受自身影響，但長期來

看，反而與LME國際銅價、S&P 500指數的變動呈

現息息相關的情況。 

圖10為美國房價指數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圖表，由圖中結果顯示，美國房價指數之預測誤

差變異數的自身解釋比例最高，其次是ISM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再者是S&P 500指數，而解釋

能力較差的是LME國際銅價及西德州原油價格，

顯示出短期內，LME美國房價指數主要受自身影

響較多，但長期來看，則會逐漸受到ISM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與S&P 500指數之影響。 

圖11為S&P 500指數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圖表，由圖中結果顯示，可發現S&P 500指數之預

測誤差變異數的自身解釋的比例逐漸降低，西德

州原油價格之預測誤差變異數有明顯的逐漸上

升，而LME國際銅價、美國房價指數、ISM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有些微的上升。由上述的變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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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S&P 500指數與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西德州原油價格、LME國際銅價、美國房價指數

的變動呈現息息相關的情況

 
圖7:CU之預測誤差變異數 

分解圖 

 
圖8:PMI之預測誤差變異數 

分解圖 

 
圖9:WTI之預測誤差變異數 

分解圖 

 
圖10:LFHFA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圖 

 
圖11:SPX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圖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本研究藉由美國房地產業與製造業、LEM國

際銅價、西德州原油價格與美國股市之間探討彼

此互動關係。研究期間從2010年01月至2017年12

月止，共96筆月資料以Eview9統計分析軟體進行

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歸納出主要的研究結論： 

一、 經由單根檢定可確定LME國際銅價、ISM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西德州原油價格、美

國房價指數與S&P 500指數為Ι(1)的序列，

接著Johansen檢定結果為無共整合關係，表

示變數間彼此不存在長期均衡關係。 

二、 由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落後期

數的美國房價指數對當期的美國房價指數、

LME國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與S&P 500指數具有顯著的影響關係；而落

後期數的西德州原油價格對ISM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與S&P 500指數具有顯著的

影響關係。 

三、 根據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美國房價指數領

先LME國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與S&P 500指數；西德州原油價格領先

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與S&P 500指

數。 

四、 由衝擊反應分析來看，在短期內，本研究之

五個變數之間會受彼此影響，但長期而言，

變數之間則會逐漸趨於平穩，表示LME國

際銅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西德

州原油價格、美國房價指數與S&P 500指數

之間關係會回到均衡狀態。 

五、 經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短期內，本研究

之五個變數主要是受自身影響較大，但隨著

期數增長，五個變數的變動反而呈現息息相

關的情況。 

綜合上述結果，美國房價指數對LME國際銅

價、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與S&P 500指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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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領先關係；西德州原油價格對ISM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與S&P 500指數具有顯著的領

先關係。從本文研究結果可得知，(一) 美國產業

指標、原物料商品價格與美國股市波動是具有部

分的關聯性。(二)美國產業指標中的房地產業對

美國股市具有領先指標的關係、原物料商品中的

原油價格波動對美國製造業及美國股市具有領先

指標的意義。(三)原物料商品中的原油價格對美

國經濟具有部分領先的關係；然而，國際銅價則

對美國經濟不具有影響關係。 

本研究建議投資人可以先觀察美國房地產業

指標以及西德州原油價格的走勢，來預測未來美

國股市的趨勢，作為訂定投資策略的參考指標。 

5.2 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本研究對美國房地產業、美國製造業、美國

股市之資料選取，僅選取其領域幾項變數作

為代表性進行實證分析，另外本研究考量到

金融風暴會導致結構變動的疑慮，因此期間

只選取2010-2017年的月資料，故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針對美國房地產業、美國製造業、

美國股市納入其他新變數進行分析，或者可

以選取較長的期間並使用CHOW檢定分

析，變數間是否存在結構變動的情況。 

二、 本研究是針對美國方面的房地產業與製造業

對LME國際銅價之相關性之研究，然而，這

幾年來中國也成為銅的消費大國，因此建議

後續可加入中國方面的因素或者可探討中

國方面的房地產業與製造業對LME國際銅

價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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