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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元指數反應了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中整體

強弱的指標，也間接反應美國在進出口的競爭能

力。股票市場的變化反應了經濟狀況與資金導向，

在國際原物料交易中，也大多以美元計價，而過去

的研究多以美元匯率為變數探討其關係，較少以美

元指數為研究變數。故本研究檢視 2008 年金融海

嘯危機發生前後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間之關係以

及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間之關係，採用 2004

年 1月至 2014年 10月美元指數、美股三大指數與

大宗商品現貨指數、原油價格、黃金價格、農產

品現貨指數之月資料。實證結果發現，在金融海嘯

危機發生前期，股票市場與大宗商品市場為美元指

數的領先指標，在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後期，美元指

數變動為那斯達克指數報酬與大宗商品市場的領

先指標。 

 

關鍵詞:美元指數、股票市場、大宗商品市場。 

 

 

壹、 前言 

 

    自從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解體後，浮

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而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需

要龐大的資金流通，從此，外匯市場發展成為全球

金融市場之一，美元為世界流通之貨幣，導致美元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存在。股票市場的變化與市場

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相關的，當股票市場變動時，反

應了經濟狀況的好壞與資金的導向，使得股票市場

與外匯市場更加緊密結合，然而在大宗商品市場

如：原油、黃金、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大多以美元計

價，因此美元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全球商品貿

易的價值，並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美元指數是綜

合反應了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中整體強弱的指

標，間接反應了美國進出口貿易的競爭能力與成本

的變動，過去的研究多以美元匯率為變數探討其關

係，較少以美元指數為研究變數，本研究以美元指

數代表匯率變數。 

    股票市場的變化反應了經濟狀況與資金導

向，以前研究指出匯率變動會影響股票價格，也有

學者認為股票價格的變化也可能對匯率產生影

響，即匯率和股票價格之間可能存在單向或雙向關

係 (Smith, 1992; Tsagkanos & Siriopoulos, 2013)，

而市場資金會從股票市場中轉而投入風險性較小

的債券市場，造成美元轉強但美股衰退，美元與股

票 價 格 呈 現 反 向 關 係 (Soenen & Hennigar, 

1988;Kim, 2003;Dimitrova, 2005)，外國資金流入投

資美國產業，因而帶動美國股票市場熱絡，導致匯

率升值，此時股票市場與匯率呈現正向的關係

(Aggarwal, 1981;Dimitrova, 2005)。 

    在大宗商品市場交易中，大多以美元計價，可

知美元匯率與大宗商品價格相互關連，黃金與石油

在國際間與其特殊性往往受到關注，黃金是預防美

元貶值與通貨膨脹的避險工具之一，它可以穩定國

家經濟與抑制通貨膨脹，美元走貶帶動投資人對黃

金需求的相關實證顯示，美元匯率與黃金價格呈現

負相關(Dooley et al., 1995; Sjaastad, 1996; Capi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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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5; Sjaastad, 2008)。原油影響經濟也將影響

全球政治局勢，美元指數與原油價格間的相關性研

究如Amano & Norden (1998a,b)探討美元匯率對原

油價格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關聯，顯示油價可能為持

久衝擊匯率的主要原因。原物料中的農產品則被學

者探討較少，農產品乃是人類基本的食物主要來

源，農產品價格波動起伏將會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

日用工業品價格，相關實證顯示美元匯率與大宗商

品市場或農產品市場存在負向的單向或雙向因果

關係(Simpson & Evans, 2004; Chen et al., 2010; 

Nazlioglu & Soytas, 2012; 倪衍森等學者, 2010)。 

    在金融危機期間，由於股票市場與大宗商品市

場的暴跌與崩盤，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呈現為

反向關係，美國為了挽救低迷的經濟狀況與投資人

信心，聯準會在2008年11月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

策，透過熱錢湧入股票市場與大宗商品市場以刺激

經濟景氣，金融危機後，標準普爾指數與高盛綜合

商品指數也在震盪中逐漸回升，而在量化寬鬆貨幣

政策下美元指數卻是呈現下跌的走勢，股市與美元

指數呈現反向關係(圖1-1)，大宗商品市場與美元指

數也呈現反向關係(圖1-2)。 

    故本文檢視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後美

國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間之關係以及美元指數與

大宗商品市場間之關係，茲將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 探討金融海嘯前後美元指數與美國股票市場

間之關聯性：檢視線性與非線性Granger 因

果關係，美元指數與美國股價指數間何者為

領先指標。 

(二) 探討金融海嘯前後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

間之關聯性：檢視線性與非線性Granger因果 

關係，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之價格指

數、原油價格與黃金價格間何者為領先指標。 

    本文其他的節次如下：第二節為相關文獻之探

討，第三節介紹使用之資料及計量方法，第四節為

實證分析，最後為結論。 

  

圖1- 1近年美國標準普爾指數與美元指數走勢圖      

圖1- 2近年高盛綜合商品指數與美元指數走勢圖 

   

貳、 文獻探討 

 

一、 美元指數的重要性 

    在國際貨幣與各國外匯的儲備中，美元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需要龐大的資

金流通，導致美元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存在，在國

際原物料交易中，大多為美元計價，因此在一定程

度上美元匯率反應了全球商品貿易的價值。因而美

元匯率的波動對商品市場、股票市場、各國經濟皆

受到影響。國際石油市場也以美元計價，能源的價

格對各國的衝擊關係重大，Sadorsky (2000)、Wang 

& Wu (2012)、Benhmad (2012)、Chen et al. (2013)、

Turhan et al. (2014)等學者相關的實證結果發現：美

元匯率與原油價格呈現負相關或存在因果關係，當

美元貶值時會造成油價上漲，衝擊各國物價指數上

漲，因此，美元的變動往往是所有交易者最為關注

的議題，而美元指數是經由美元與六種國際主要貨

幣的匯率得出，以100.00為基準來衡量其價值，使

用幾何平均加權值計算出美元的整體強弱程度，六

種國際貨幣及其權重分別為歐元 57.6%、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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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英鎊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

及瑞士法郎3.6%，表示為美元的綜合值。 

二、 美元指數與美國股票市場間之關係 

    股票市場的變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相

關的，當美國經濟復甦時，市場上的資金從新興市

場中的部分資金撤離轉而流入美國股市，外國資金

流入投資美國產業，因而帶動美國股票市場熱絡，

導致匯率升值，此時股票市場與匯率呈現正向的關

係。當美元呈現持續升值時，勢必引爆新興市場的

通貨膨脹上升、央行升息、發債成本提升，引發金

融危機。因此，美元與美股的變化將影響到全球資

本市場的變動，以前研究指出匯率變動會影響股票

價格，也有學者認為股票價格的變化也可能對匯率

產 生 影 響 ， Aggarwal (1981) 、 Phylaktis & 

Ravazzolo(2005)探討美元匯率與股價指數之間變

動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美元匯率與美國股票價格

呈現正向關係。Soenen & Hennigar (1988)、Kim 

(2003)研究美元匯率與股票價格之間的關係，實證

結果顯示美元與股票價格呈現反向關係。 

   Dimitrova(2005)研究英鎊對美元匯率和股票市

場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當股票價格為領先指

標時，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之間為正向關係，而當

匯率為領先指標時，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之間為負

向相關。Tsagkanos & Siriopoulos (2013)探討股票價

格與匯率之關係，實證結果證明在歐盟和美國股價

走勢皆帶動了匯率的變動，而股價對匯率的關係對

於歐盟為長期影響，而美國則為短期影響。 

三、 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間之關係 

    大宗商品中原油、原物料和農產品三種類別商

品，對於全球而言，需求量大且影響國計民生是不

可或缺的商品，在國際間其特殊性與重要性往往受

到關注，美元指數與原油價格間的相關性，Amano 

& Norden (1998a,b)探討美元匯率對於原油價格的

變動解釋能力，結果發現在Bretton Woods時期後期

油價可能為持久衝擊匯率的主要原因。Sadorsky 

(2000)、Be′nassy-Que′re′et al. (2007)、Benhmad 

(2012)、Wang & Wu (2012)、Chen et al. (2013)、

Turhan et al. (2014)探討石油價格和美元匯率之間

的相關性，實證結果發現石油價格與美元匯率之間

呈現負相關或存在因果關係。 

    當國家發生通貨膨脹時，黃金可以穩定國家經

濟與抑制通貨膨脹，Kolluri (1981)研究黃金價格與

通貨膨脹，實證結果顯示黃金除了是重要的投資工

具外，更是一個能有效地預防美元貶值的避險工

具，可視為通貨膨脹之預警。Dooley et al. (1995)、

Sjaastad (2008)研究黃金價格與匯率之間的關係，

實證結果發現黃金價格走勢對於匯率變動具有解

釋能力。Sjaastad (1996)探討外匯市場與黃金市場

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相對於歐洲國家而言，

美元對於黃金市場影響較小，歐洲貨幣聯盟主導全

球黃金市場，歐洲貨幣的升值與貶值比起其他地區

而言對於黃金價格影響相對較大。Capie et al. (2005)

研究黃金價格和英鎊對美元匯率、日圓對美元匯率

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黃金價格與匯率之間存

在負向的關係。 

    原物料價格近年來有大幅的波動起伏，金融危

機時期過後，由於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元呈現

走弱的情況會造成原物料價格的上漲，以美元計價

的大宗農產品又是人類不可或缺的食物之一，農產

品價格與美元匯率間存在相關性，Simpson and 

Evans (2004)、倪衍森等學者(2010)研究商品價格與

匯率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商品價格與匯率之

間的變動呈現負向關係，而商品價格與匯率之間存

在單向或雙向的因果關係。Chen et al. (2010)探討

商品價格變動和匯率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匯

率對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預測存在顯著的影

響，匯率與大宗商品價格存在單向因果關係。

Nazlioglu & Soytas(2012)研究探討美元在持續走強

時相對於世界石油價格和24項世界農產品價格之

間的動態關係，實證結果表示，除了棉與咖啡之外

其他世界農產品有正面影響。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的實證結果發現美元匯率

與美國股票市場間，以及美元匯率與大宗商品市場

間皆存在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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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時間序列之計量模型，觀察在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爆發前後，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

間、以及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之間的關係。 

一、 樣本資料與期間 

本文之樣本期間為西元2004年1月至2014年10

月之月資料，樣本資料來源為Datastream資料庫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網站公開市場歷史數據，匯率採用美元指

數，股票市場為美國道瓊工業指數、那斯達克指

數、S&P500指數，大宗商品市場為CRB現貨商品

指數、IMF整體商品價格指數、S&P高盛商品現貨

指數，原油採布蘭特原油當月每桶離岸美元價格，

黃金採倫敦黃金交易市場黃金每盎司之美元價

格，農產品採S&P高盛農產品現貨指數。 

二、 單根檢定 

    本文採用Said & Dicky(1984)提出ADF擴充型

單根檢定法，修正了Dickey & Fuller(1979)DF單根

檢定法，將原有的迴歸式延伸應變數的落後期

(p)，透過落後期的選擇消除殘差自我相關的問

題，使殘差項服從白噪音(White Noise)。ADF 檢

定法採用形式分為三種。 

(一) 無截距項

且無時間趨勢項: 

  (3-1)                  

(二) 有截距項但無時間趨勢項: 

 (3-2)            

(三) 有截距項且有時間趨勢項:  

(3-3)         

其中， ， :截距項，t:時間趨勢項，

:使誤差項達到白噪音的最適落後期數， :殘差

項  

：    ( 數列存在單根，為非定態序列) 

：    ( 數列不存在單根，為定態序列) 

    檢定結果若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序列不存在單

根為定態序列，若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序列為非

定態序列，此時需要對變數做一次差分後再檢定資

料是否為恆定。    

三、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Granger(1969) 提出因果關係檢定，主要用來

分析變數間領先與落後的關係，當兩變數間加入其

中一個變數的落後期，能增加對另一變數的解釋能

力，則兩變數間存在因果關係，其模型如下: 

 (3-4)       

 (3-5)               

其檢定可分為四種結果: 

(一) ≠ 0， =0， 為 的領先變數， 的落後值

對 具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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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0， ≠0， 為 的領先變數， 的落後值

對 具有影響。  

(三) = 0， =0， 與 間沒有因果關係存在。  

(四) ≠ 0， ≠ 0， 與 間相互影響，互為因果

關係。  

四、 BDS檢定 

    BDS檢定是利用無母數來檢定序列相關性及

是否具有非線性的結構，Brock et al. (1987, 1996) 

所發展出的相關積分的概念，考慮一個時間序列

，形成m維矩陣( m - histories)，

，給定一特定m維的相

關積分之計算如下：  

 (3-6)              

是一指標函數

(indicator function)。 

         (3-7) 

Brock et al. (1996) 定義BDS統計量如下：  

 (3-8)                                   

的標準差為 ，T是樣本數， 是任

意選定的代理參數，且BDS統計量收斂於分配

N(0,1)：  N(0,1)  (3-9)                 

五、 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Diks & Panchenko (2005,2006)開發了新的非

參數檢定，該方法可用於檢測兩個時間序列之間的

非線性因果關係，描述如下： 

    假設 是兩個嚴格平穩的時間序

列，檢定 對序列 具有 Granger 因果

關係，假設過去與現在的 X 值對未來的 Y 值產生

影響，但 Y 值不包含過去與現在的 Y 值，使用有

限 落後期來檢定條件獨立，

，其中向量

與 ，其中

( 。 

    在對每一個 Y=y 固定值，此方程式為 X 與 Z

為獨立的條件。Diks & Panchenko (2006)表明該虛

無假設意指以下公式: 

  

  (3-10) 

定義 為變動隨機向量W在 的密度估計

式，遵循以下方程式:  

         (3-11)                                  

其中 ， 為指示函數，

為區間寬度，這些因素取決於樣本大小 n，給定該

估計式，q 的測量樣本在公式(3-10)之檢定統計量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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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對 假設 ，

則 Diks & Panchenko (2006)證明了公式遵循: 

 ，其中 表示分配收斂， 是

估計的漸進變異數( )。 

 

肆、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節將應用單根檢定、Granger因果關係檢

定、BDS檢定及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等時

間序列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一、 單根檢定 

    由表4-1各變數之單根檢定結果可知變數原始

數列的檢定結果為非定態序列，故經由予對數差分

後再次檢定，其數列皆成為定態數列。因此本研究

使用對數差分後的數值來做為後續的研究。 

 

表 4-1 各變數之單根檢定 

 ADF 檢定法 

 趨勢項與截距項 

 原始水準 對數差分 

美元指數(DIR) -2.6123 -5.2960** 

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1.6150 -4.1934** 

那斯達克指數 -0.9586 -11.1204** 

S&P500 指數 -0.7259 -4.7626** 

CRB 現貨商品指數 -2.1399 -3.7679* 

IMF 整體商品價格指

數  
-3.4500* -4.2535** 

S&P 高盛商品現貨指數 -3.4044 -8.9815** 

布蘭特原油當月每桶

離岸美元價格 
-3.4297 -3.9429* 

倫敦黃金交易市場黃金

每盎司之美元價格 
-0.4853 -13.0123** 

S&P 高盛農產品現貨指

數 
-1.7581 -11.1149** 

註: 

1.**達1%的顯著水準，*達5%的顯著水準。 

2.ADF檢定法依AIC準則選取最適落後期，虛無假設為數列非定

態。     

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由表4-2得知，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

期，那斯達克指數報酬率為美元指數變動率的領先

指標且正向影響，美元指數變動率為S&P500指數

報酬率的領先指標，美國聯邦資金利率(Federal 

funds rate)在2004年年底開始啟動升息機制從1%

間斷性的攀升，調整景氣節奏，景氣開始復甦投資

人對美元的需求逐漸增加會造成驅使美元升值，熱

錢漸漸湧入股市。大宗商品市場指數報酬率為美元

指數變動率的領先指標，其關係為負向影響，Kilian 

et al. (2008)研究指出石油的供需及價格會對美國

經濟帶來衝擊，而石油價格上漲時，造成的通貨膨

脹會對美元匯率帶來貶值，反之，油價下跌時，人

們對美國經濟環境產生信心，因而推高美元匯率。

2015年初美國原油儲存量增加，石油供過於求，全

球油價大幅下跌，進而推高美元匯率。 

 

表 4-2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期 Granger 因

果關係 

(2004/01-2008/07) 

變數 Granger 

因果關係 

變數 

美元指數

變動率 

 

那斯達克指數報酬率 

 

S&P500 指數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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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整體商品價格指

數報酬率 

 

S&P 高盛商品現貨指數

報酬率 

 

布蘭特原油當月每桶

離岸美元價格報酬率 

三、 BDS檢定 

    在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期，由表4-3得

知在5%的顯著水準下，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之

間，美元指數變動與三大美股市場報酬間不存在非

線性的關係，而在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之間，

美元指數變動與CRB現貨商品指數、黃金價格、

S&P高盛農產品現貨指數之報酬間存在非線性的

關係。在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後期，由表4-3

得知在5%的顯著水準下，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之

間，美元指數變動與美國道瓊工業指數報酬及那斯

達克指數之報酬間存在非線性的關係，在美元指數

與大宗商品市場之間，除了原油、黃金、農產品外，

僅顯示美元指數變動與大宗商品指數報酬可能存

在非線性的關係。 

表 4-3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後期 VAR(p)

殘差之 BDS 檢定 

變數 變數 
危機發生前期

(2004/01-2008/07) 

危機發生後期

(2008/08-2014/10) 

DIR 

DJR     

NASR     

SPR     

CRBR     

IMFR     

GSCIR     

OILR     

GOLDR     

AGR     

註: 

DIR:美元指數變動率，DJR:美國道瓊工業指數變動率，NASR:

那斯達克指數報酬率，SPR:S&P500指數報酬率，CRBR:CRB現

貨商品指數報酬率，IMFR:IMF整體商品價格指數報酬率，

GSCIR:S&P高盛商品現貨指數報酬率，OILR:布蘭特原油當月

每桶離岸美元價格報酬率，GOLDR:倫敦黃金交易市場黃金每

盎司之美元價格報酬率，AGR:S&P高盛農產品現貨指數報酬

率。 

 

四、 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由上節得知變數間可能存在非線性的關係，以

Diks & Panchenko (2006)檢定方法探討非線性

Granger因果關係，依Hiemstra & Jones (1994)的設

定，將遞延期數設為 =1至6期，寬度設定為

0.5、1、1.5，在不同維度空間中捕捉非線性因果關

係。 

(一) 2008 年 金 融 海 嘯 危 機 發 生 前 期

(2004/01-2008/07) 

    由表4-4得知美元指數變動與CRB現貨商品指

數、黃金價格、S&P高盛農產品現貨指數之報酬間

不存在非線性因果關係。 

(二) 2008 年 金 融 海 嘯 危 機 發 生 後 期

(2008/08-2014/10) 

    由表4-5、4-6可知，在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之

間發現美元指數變動對那斯達克指數之報酬有非

線性因果關係，而在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之

間，美元指數變動對CRB現貨商品指數、S&P高盛

商品現貨指數之報酬間存在非線性因果關係，此

外，美元指數變動與IMF整體商品價格指數之

報酬存在反饋的非線性關係。由於2008年11月美國

聯準會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透過熱錢湧入股票

市場與大宗商品市場，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

後，因而美元指數變動對那斯達克指數、CRB現貨

商品指數、S&P高盛商品現貨指數之報酬存在非線

性因果關係，且美元指數變動與IMF整體商品價

格指數之報酬存在反饋的非線性關係，齊銀山等

學者(2010)研究指出美元流動性增大會推動商品

價格上漲，各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流動性增

大，過剩的美元會在大宗商品市場、美國國債、新

興市場之間游移，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逐漸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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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加上自然災害不可預測如智利地震拉高銅價

格、印尼地震影響油脂類走勢等導致大宗商品價格

上漲，因而影響美元匯率。 

 

 

表 4-4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期非線性因果關係檢定(2004/01-2008/07) 

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 

 0.5 1 1.5 

 
DIR→ CRBR CRBR→ DIR DIR→ CRBR CRBR→ DIR DIR→ CRBR CRBR→ DIR 

1 
-0.399

﹝0.65492﹞ 

0.182

﹝0.42763﹞ 

0.920

﹝0.82131﹞ 

-0.328

﹝0.62845﹞ 

-0.498

﹝0.69067﹞ 

-0.841

﹝0.79992﹞ 

2 
-0.642

﹝0.73966﹞ 
 

0.109

﹝0.45656﹞ 

-0.256

﹝0.60115﹞ 

-0.248

﹝0.59803﹞ 

-1.856

﹝0.96829﹞ 

3   
0.849

﹝0.19802﹞ 

-0.371

﹝0.64459﹞ 

0.117

﹝0.45327﹞ 

-1.102

﹝0.86478﹞ 

4   
0.989

﹝0.16130﹞ 

-1.057

﹝0.85478﹞ 

1.175

﹝0.11999﹞ 

0.039

﹝0.48446﹞ 

5     
0.308

﹝0.37908﹞ 

-0.539

﹝0.70522﹞ 

6     
-0.485

﹝0.68620﹞ 

1.274

﹝0.10129﹞ 

 0.5 1 1.5 

 
DIR→AGR AGR→ DIR DIR→AGR AGR→ DIR DIR→AGR AGR→ DIR 

1 
-0.389

﹝0.65118﹞ 

0.209

﹝0.41737﹞ 

-0.878

﹝0.81009﹞ 

0.745

﹝0.22825﹞ 

0.011

﹝0.49575﹞ 

-1.451

﹝0.92661﹞ 

2   
0.503

﹝0.30742﹞ 

0.684

﹝0.24711﹞ 

-0.880

﹝0.81059﹞ 

-1.925

﹝0.97291﹞ 

3   
-0.399

﹝0.65501﹞ 

0.264

﹝0.39606﹞ 

-0.659

﹝0.74490﹞ 

-1.215

﹝0.88789﹞ 

4    
-0.687

﹝0.75405﹞ 

-0.061

﹝0.52430﹞ 

-0.168

﹝0.56690﹞ 

5     
-0.512

﹝0.69582﹞ 

-0.955

﹝0.83031﹞ 

6     
0.652

﹝0.25734﹞ 

-0.677

﹝0.75091﹞ 

 0.5 1 1.5 

 
DIR→GOLDR GOLDR→DIR DIR→GOLDR GOLDR→DIR DIR→GOLDR GOLDR→DIR 

1 0.578 -0.337 -1.196 -1.464 -1.475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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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162﹞ ﹝0.63184﹞ ﹝0.88417﹞ ﹝0.92845﹞ ﹝0.92988﹞ ﹝0.95588﹞ 

2   
0.909

﹝0.18171﹞ 

-0.993

﹝0.83964﹞ 

-1.076

﹝0.85914﹞ 

-0.564

﹝0.71368﹞ 

3   
-0.346

﹝0.63546﹞ 

-0.784

﹝0.78355﹞ 

-1.260

﹝0.89610﹞ 

-0.266

﹝0.60471﹞ 

4   
0.734

﹝0.23145﹞ 

-0.606

﹝0.72786﹞ 

-0.968

﹝0.83343﹞ 

-1.066

﹝0.85676﹞ 

5   
0.619

﹝0.26791﹞ 

-0.685

﹝0.75337﹞ 

-0.843

﹝0.80048﹞ 

-0.862

﹝0.80561﹞ 

6     
-0.803

﹝0.78888﹞ 

-0.677

﹝0.75089﹞ 

註: 

1.**達1%的顯著水準，*達5%的顯著水準，其虛無假設為不存在非線性因果關係。 

2.設遞延期數 =1~6，寬度設定為0.5、1、1.5。 

3.表中數值為 t-statistics，[  ]: P-Value。 

 

表 4-5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後期非線性因果關係檢定(2008/08-2014/10) 

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 

 0.5 1 1.5 

 DIR→DJR DJR→ DIR DIR→DJR DJR→ DIR DIR→DJR DJR→ DIR 

1 
-1.447

﹝0.92607﹞ 

0.060

﹝0.52410﹞ 

-0.088

﹝0.53513﹞ 

-0.089

﹝0.53531﹞ 

0.792

﹝0.21421﹞ 

0.830

﹝0.20328﹞ 

2 
-1.156 

﹝0.87609﹞ 

-0.557

﹝0.71117﹞ 

0.336

﹝0.36843﹞ 

0.230

﹝0.40914﹞ 

-0.492

﹝0.68858﹞ 

0.546

﹝0.29261﹞ 

3   
0.140

﹝0.44413﹞ 

-0.094

﹝0.53764﹞ 

-1.109

﹝0.86634﹞ 

0.095

﹝0.46197﹞ 

4   
0.920

﹝0.17880﹞ 

-0.423

﹝0.66381﹞ 

-0.068

﹝0.52729﹞ 

0.580

﹝0.28092﹞ 

5   
0.845

﹝0.19904﹞ 

0.617

﹝0.26863﹞ 

-0.570

﹝0.71583﹞ 

0.197

﹝0.42203﹞ 

6   
0.631

﹝0.26388﹞ 

0.269

﹝0.39399﹞ 

-0.625

﹝0.73396﹞ 

-0.896

﹝0.81479﹞ 

 0.5 1 1.5 

 DIR→NASR NASR→DIR DIR→NASR NASR→DIR DIR→NASR NASR→DIR 

1 
-1.218

﹝0.88831﹞ 

-0.202

﹝0.58007﹞ 

1.365

﹝0.08608﹞ 

-1.194

﹝0.88376﹞ 

1.675*

﹝0.04697﹞ 

1.139

﹝0.1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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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

﹝0.54383﹞ 

-0.617

﹝0.73136﹞ 

0.328

﹝0.37147﹞ 

-0.696

﹝0.75675﹞ 

0.364

﹝0.35785﹞ 

1.622

﹝0.05240﹞ 

3   
1.098

﹝0.13600﹞ 

0.697

﹝0.24302﹞ 

0.295

﹝0.38395﹞ 

0.789

﹝0.21498﹞ 

4   
0.851

﹝0.19743﹞ 

-0.414

﹝0.66044﹞ 

0.157

﹝0.43776﹞ 

1.396

﹝0.08132﹞ 

5   
0.110

﹝0.45615﹞ 

-0.281

﹝0.61055﹞ 

-0.545

﹝0.70706﹞ 

0.697

﹝0.24276﹞ 

6   
0.600

﹝0.27419﹞ 

0.704

﹝0.24066﹞ 

-0.253

﹝0.60004﹞ 

0.496

﹝0.31009﹞ 

美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 

 0.5 1 1.5 

 
DIR→CRBR CRBR→ DIR DIR→CRBR CRBR→ DIR DIR→CRBR CRBR→ DIR 

1 
0.735

﹝0.23128﹞ 

0.256

﹝0.39889﹞ 

0.924

﹝0.17776﹞ 

-1.343

﹝0.91044﹞ 

2.106*

﹝0.01760﹞ 

0.585

﹝0.27938﹞ 

2 
-0.423

﹝0.66385﹞ 

-1.014

﹝0.84479﹞ 

0.468

﹝0.31973﹞ 

-0.897

﹝0.81505﹞ 

1.883*

﹝0.02984﹞ 

1.623

﹝0.05230﹞ 

3 
-0.769

﹝0.77908﹞ 

-0.660

﹝0.74525﹞ 

0.221

﹝0.41268﹞ 

-0.667

﹝0.74774﹞ 

1.574

﹝0.05776﹞ 

1.389

﹝0.08242﹞ 

4   
1.132

﹝0.12881﹞ 

-0.960

﹝0.83149﹞ 

1.690*

﹝0.04551﹞ 

0.168

﹝0.43338﹞ 

5   
-0.113

﹝0.54516﹞ 

-1.042

﹝0.85131﹞ 

1.366

﹝0.08604﹞ 

0.617

﹝0.26850﹞ 

6   
0.763

﹝0.22284﹞ 

0.430

﹝0.33365﹞ 

1.021

﹝0.15351﹞ 

0.216

﹝0.41435﹞ 

    

    

 

 
   

 0.5 1 1.5 

 
DIR→IMFR IMFR→DIR DIR→IMFR IMFR→DIR DIR→IMFR IMFR→DIR 

1 
0.843

﹝0.19952﹞ 

0.917

﹝0.17949﹞ 

1.269

﹝0.10215﹞ 

0.733

﹝0.23193﹞ 

2.025*

﹝0.02144﹞ 

1.408

﹝0.0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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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809

﹝0.20917﹞ 

0.571

﹝0.28415﹞ 

1.416

﹝0.07836﹞ 

1.014

﹝0.15521﹞ 

1.559

﹝0.05953﹞ 

1.356

﹝0.08756﹞ 

3 
-0.379

﹝0.64769﹞ 

0.523

﹝0.30050﹞ 

0.937

﹝0.17445﹞ 

0.576

﹝0.28246﹞ 

1.046

﹝0.14770﹞ 

1.280

﹝0.10024﹞ 

4 
0.604

﹝0.27285﹞ 
 

1.120

﹝0.13133﹞ 

0.870

﹝0.19216﹞ 

0.519

﹝0.30181﹞ 

1.867*

﹝0.03095﹞ 

5   
0.979

﹝0.16371﹞ 

0.801

﹝0.21150﹞ 

-0.135

﹝0.55380﹞ 

1.338

﹝0.09046﹞ 

6   
-0.024

﹝0.50976﹞ 

0.987

﹝0.16182﹞ 

-0.422

﹝0.66365﹞ 

1.142

﹝0.12674﹞ 

 0.5 1 1.5 

 
DIR→GSCIR GSCIR→ DIR DIR→GSCIR GSCIR→ DIR DIR→GSCIR GSCIR→ DIR 

1 
-0.033

﹝0.51330﹞ 

1.038

﹝0.14959﹞ 

1.361

﹝0.08672﹞ 

0.181

﹝0.42822﹞ 

1.693*

﹝0.04525﹞ 

-1.069

﹝0.85752﹞ 

2 
-0.256

﹝0.60099﹞ 

0.820

﹝0.20618﹞ 

0.231

﹝0.40851﹞ 

1.567

﹝0.05862﹞ 

0.371

﹝0.35550﹞ 

1.444

﹝0.07431﹞ 

3   
0.570

﹝0.28439﹞ 

0.338

﹝0.36766﹞ 

1.317

﹝0.09398﹞ 

0.662

﹝0.25388﹞ 

4   
-0.224

﹝0.58847﹞ 

0.770

﹝0.22068﹞ 

0.734

﹝0.23140﹞ 

0.889

﹝0.18710﹞ 

5   
0.531

﹝0.29773﹞ 

0.648

﹝0.25851﹞ 

0.389

﹝0.34867﹞ 

0.199

﹝0.42112﹞ 

6   
0.448

﹝0.32691﹞ 

0.274

﹝0.39208﹞ 

0.802 

﹝0.21135﹞ 

-0.322

﹝0.62635﹞ 

註: 

1.**達1%的顯著水準，*達5%的顯著水準，其虛無假設為不存在非線性因果關係。 

2.設遞延期數 =1~6，寬度設定為0.5、1、1.5。 

3.表中數值為 t-statistics，[  ]: P-Value。 

 

    茲將變數間在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後

存在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的相關實證結果摘

要如下: 

 

表 4-6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後期非線性

Granger 因果關係整理 

(2008/08-2014/10) 

變數 
Granger 

因果關係 
變數 

美元指數

變動率 
→ 那斯達克指數報酬率 

 
→ 

CRB 現貨商品指數 

報酬率 

↔ IMF 整體商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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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報酬率 

→ 
S&P 高盛商品現貨 

指數報酬率 

 

伍、 結論 

 

    從2003年下半季開始，美國經濟走出低迷

開始復甦，在2004年年底開始啟動升息機制從1%

間斷性的攀升，調整景氣節奏，景氣開始復甦，

投資人對美元的需求逐漸增加會驅使美元升

值，由於金融體系流動性遽增，房地產市場的信

貸急速擴大，這也是直接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危

機發生，2008年11月美國政府推出量化寬鬆貨幣

政策，透過熱錢湧入股票市場與大宗商品市場以

刺激經濟景氣，故本文檢視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

發生前後美元指數與股票市場間之關係以及美

元指數與大宗商品市場間之關係，獲致重要結論

如下： 

一、 美元指數變動與股票市場關聯性 

    在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由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的結果可以看出那斯達克指數報

酬率為美元指數變動率的領先指標，但美元指數

變動率卻是S&P500指數報酬率的領先指標，但

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後，導致變數序列存在

非線性的關係，故在非線性因果關係檢定顯示兩

者間不存在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 

二、 美元指數變動與大宗商品市場關聯性 

    在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發生前，由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的結果得出大宗商品市場報酬為

美元指數變動率的領先指標，但是在2008年金融

海嘯危機發生後，導致變數序列存在非線性的關

係，在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顯示美元指數

變動率為大宗商品市場報酬的領先指標，且IMF

整體商品價格指數之報酬與美元指數變動率

存在雙向的非線性Granger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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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llar index not only reflects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indica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but also reflects the import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nge of stock markets reflect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low of fund. Then, we 

mostly use U.S. dollar-denominated in international commodities’ trading. Past literature 

mostly used exchange rate as dollar variable to study and little literature used U.S. dollar 

index as dollar variable to stud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hange of 

US dollar index, stock markets and bulk commodity markets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We use the monthly data of U.S. dollar index,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NASDAQ index, S&P 500 index, commodity spot index, crude oil prices, gold prices, 

and agricultural spot index from January 2004 to October 2014.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U.S stock markets and bulk commodity markets would be leading indicators of U.S. 

dollar index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S dollar index is the 

leading indicator of the return of NASDAQ index and commodity spot index.  

 

 

Keywords：U.S. dollar index, stock markets, bulk commodity mark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