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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價指數與黃金價格之風險值連動關係
研究
A Study on the VaR Gearing Relation of Coal Price Index and Gold 
Price

蔡 昭 儀1  ■  吳 榮 華2

    C.Y. Tsai,  J.H. Wu

煤炭為世界第二大之能源消費品，尤以亞

太地區為最。煤炭因價格低廉穩定，在經濟不

景氣與油價高漲時期，各國為維持能源供應穩

定，會以煤炭替代部分石油，因此煤炭可扮演

避險功能，但煤價也會因此間接影響而上漲，

顯示煤價亦受景氣循環影響。由於以往文獻甚

少研究煤價和全球景氣循環間的關聯性，因此

本文擬進行嘗試性之研究。

本研究為探討煤價的波動是否會受景氣循

環影響，因此選擇景氣不佳時具有避險功能的

黃金價格為指標，在兩者具有同樣避險條件下

進行比較，以驗證預設之推論。本研究透過風

險值 (VaR)的概念衡量兩者的預期損失，再透

過Granger因果關係和衝擊反應分析探討兩市

場有無連動關係存在。研究結果顯示煤價與黃

金價格波動存在關聯性，且由黃金價格波動可

觀察煤價指數波動，可供相關決策者參考。

關鍵字：煤炭、黃金、風險值、連動關係

Coal is the second largest energy commodity in 

the world with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merging as a 

major market. Due to stable supply and relative low 

price of coal, many countries used coal to replace oil 

in the period of depression and high oil price. This 

paper aimed at assessing if there is a VaR gearing 

relation between coal price and economic cycle.

We considered that both price of coal and gold 

were good indicators for hedging function; stable 

gold price for period of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Value-at-Risk (VaR), Grange causality, and impulse-

response method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VaR 

gearing relation between them. 

Our analysis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existed a 

VaR gear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volatility of coal 

and gold price, and the volatility of gold price can 

be employed to infer the fluctuation of coal price.

Key words: Coal, Gold, Value-at-Risk, Granger 

Causality, Impulse Response

一、前　言

根據 2016年BP世界能源統計回顧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指出，2015年世

界前三大能源消費分別為石油 (32.94%)、煤炭 (29.21%)及天然氣 (23.85%)，顯示煤炭在能源供

應占重要影響力，其中以新興發展國家和亞太地區為主要消費區域。

隨著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對能源需求相對於已開發國家較為強勁，尤以中國和印度為

最。但當石油和天然氣價格處於高位階段時，因成本相對昂貴造成需求下降，然而由於對能源

需求迫切，會轉往使用煤炭維持能源供應，也帶動了煤炭的需求，因此雖然煤炭對於環境影響

較大，卻因價格相對低廉，在高能源價格時代會具有避險的特性 (李涵茵，2008)。

而高能源價格波動會引發相關原物料價格上漲導致經濟不景氣，而不景氣時期貨幣價值降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1
碩士　

2
教授

1
Master, 

2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32－ 一○六年三月

低，人們會轉往持有實體資產（如：黃金）以避險保值，故煤炭與黃金兩者在此條件下可能有

間接的關聯性，而前人研究甚少針對兩者進行研究。

● 本研究目的係以風險值 (VaR)的概念探討煤價與金價在景氣循環下的不良影響，再運用時

間序列分析的Granger因果關係與衝擊反應分析，探討煤價是否會受到景氣循環的不良影

響及其影響程度，以供決策者參考。

1. 資料選取包含：澳洲Newcastle（簡稱NEWC）煤炭價格指數與倫敦黃金現貨價格 (London 

Gold)，資料來源為Datastream資料庫。此外，因市場價格波動劇烈，為掌握市場的立即反

應，本研究選取日資料以正確捕捉波動開始影響的時機及造成的影響。而為了正確包含整

個景氣循環，本研究選取期間為 2001年 1月 1日∼ 2015年 12月 31日，各項樣本資料數

計 3,915筆。

雖然印尼已於 2011年取代澳洲成為世界主要煤炭出口大國（經濟部能源局，2016），但依

本研究資料期間選取範圍而言，澳洲煤炭價格指數代表性較印尼高，且全球最大煤炭交易平台

globalCOAL所採用的基準指數即為澳洲煤價，因此選取澳洲NEWC煤價指數作為本研究之標

的。

二、煤炭市場介紹

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各國為執行節能減碳的措施，紛紛開始降低對煤炭的需求，但亞太

地區（如：中國大陸、印度等）為加速經濟發展其煤炭的需求仍持續成長。表 1顯示 2015年全

球煤炭的消費量，以亞太地區需求最高，亦為全球煤炭主要貿易地區。

表 1　全球煤炭消費量（2015年）

地區 消費量（單位：百萬噸）

北美洲 429.0

中南美洲 37.1

歐洲&歐亞大陸 467.9

中東 10.5

非洲 96.9

亞太 2,798.5

合計 3,839.9

資料來源：BP (2016),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根據 2015年Coal Information的資料顯示，澳洲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國，然而近年

來因氣候暖化使得自然災害頻率增加，多家煤炭開採公司數次宣佈無法履行合約，遂使印尼成

為世界煤炭市場的主要供應者，於 2011年超越澳洲成為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國 (經濟部能源

局，2016)。

因本研究資料選取區間介於 2001年至 2015年，為研究長期煤價波動趨勢，故仍選取具代

表性的澳洲煤價指數 (全球最大煤炭交易平台 globalCOAL亦採用此指數 )，以下介紹澳洲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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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澳洲出產的煤炭與其他國家不同處在於具有發熱量高、低硫、低氮、低灰等性質，此高品

質的煤炭因環保要求日益嚴格，與它國相比具有競爭上的優勢。例如 (2016) BP世界能源統計

顯示，過去中國大陸煤炭消費量一直高於國內生產量，2015年其國內生產量為 1,827百萬噸，

但消費量卻高達 1,920.4百萬噸，顯示生產量無法滿足需求量，故主要從澳洲進口 (以燃料煤為

大宗 )，以維持供需平衡。

綜上所述，澳洲在全世界煤炭交易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澳洲最大的煤炭交易中心位於

Newcastle港口，所以此港口公佈的煤價指數最具代表性，因此以下介紹澳洲煤炭定價機制，了

解澳洲Newcastle煤價指數的變動情況。

Kaminski(2013)提到煤炭的交易方式主要是以合約期間長短作分隔，分為短期、中期及長

期合約，其中以長期合約為大宗。在與各進口國進行合約簽訂時，雙方議價的過程即為煤炭的

定價機制，此交易方式給了世界各煤炭進口國許多彈性，較不受制於價格波動影響，可控制風

險，因此澳洲藉由這種交易方式迅速占有國際煤炭消費市場份額。

在煤炭合約的內容上皆為保密以保護交易者的權益，因此市場上不易取得煤炭交易價格

與供需情形。為解決此問題，澳洲Newcastle交易中心循股票市場的機制，將所有合約價格進

行加權，其中長約價格被給予最大的權重，而加權後得到的價格指數即為澳洲NEWC煤炭價

格指數，此指數能正確反應煤炭市場的供需情況。而於 2001年成立的全球最大煤炭交易平台

globalCOAL即採用澳洲NEWC為基準指數，也讓澳洲NEWC煤炭價格指數更具參考價值。

1990年代因現貨市場逐漸興起也為煤炭市場帶來不確定性，影響整個交易體系，導致現行

的澳洲煤炭市場區分為現貨市場與長期合約市場。現貨市場是以即期價格直接進行交易 (直接

一次購足需要的量 )，其交易量占了整個煤炭出口量的 30%，而長期合約市場交易量占 70%。

此外兩者在交易量分配上也產生關聯性，若煤價趨勢向上，生產商會傾向在現貨市場交易；反

資料來源：Datastream資料庫。

圖 1　澳洲NEWC煤炭價格指數 2001/1/1∼ 2015/12/31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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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趨勢向下時，生產商會傾向在長期合約市場交易。此投機性行為出現後，使過去穩定的指

數開始出現波動相對劇烈的情況，圖 1顯示近年來價格指數的波動幅度明顯增大。

三、文獻回顧

本研究為探討煤價指數與黃金價格之風險值連動關係與影響程度，主要方法論為風險值概

念與時間序列分析，故本節回顧相關文獻如下：

Sadeghi & Shavvalpour (2006)使用歷史模擬ARMA預測法並以變異數 -共變異數法為基礎

來建立GARCH模型，以求算風險值，資料為 1997年 1月∼ 2003年 12月OPEC每週的油價，

且將其區隔成兩個期間：1997∼ 2002年與 2003年，再以 1997年∼ 2002年的風險值來預測

2003年的風險值，與 2003實際的風險值作比較。研究結果顯示，以歷史模擬法來估計最為有

效，且在信賴水準 99%下，採用歷史模擬法可以捕捉到 97.6%的實際價格波動。

Hung, Lee & Liu(2008)使用三種GARCH模型（包含：GARCH-N、GARCH-t及GARCH-

HT），針對五種能源商品（包含：布蘭特原油、西德州原油、暖油、丙烷與汽油）的每日即期

價格，比較風險值模型的準確性與效率性。研究結果顯示資產報酬率因具有高峽峰與厚尾的特

性，故使用GARCH-HT模型有較高的準確性，不論是在高信賴水準或低信賴水準下；此外，

平均相對比例偏誤 (Mean relative scaled bias, MRSB)也顯示GARCH-HT模型在高信賴水準下會

更有準確性，因此建議在能源商品風險值計算上以厚尾分配來估計會更合適。

Fan, Zhang, Tsai & Wei(2008)估計西德州與布蘭特原油 1987/5/20∼ 2006/8/1每日即期價格

資料，以一般化誤差分配 (Generalized Error Distribution, GED)為基礎建立GARCH模型以檢測

風險值，此外在Granger因果關係中採用新的風險概念（核心基礎測試 kernel-based test），以檢

測兩市場極端風險下的連動關係。研究結果顯示GED-GARCH模型預測能力比ARMA歷史模

擬法更有效率，且比標準常態分配下的VaR模型較符合現實與全面性；而研究中也發現西德州

原油市場與布蘭特原油市場兩邊存在連動關係（雙向Granger因果關係）；供給面的研究則顯示

在信賴水準 99%下，負面市場消息將使價格報酬率重跌，此歷史資訊在西德州市場將有助於預

測布蘭特市場；而正面市場消息則無法用來預測未來極端條件下的市場風險。故此研究結果將

有助於投資避險者未來在這兩市場進行評估與預測風險（具有不對稱性的衝擊）。

Alzahrani, Masih & Al-TIti (2014)使用線性和非線性的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以探討波動轉

換的即期油價與期貨油價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線性或非線性，現貨價格與期貨價格仍

會呈現雙向Granger因果關係，但研究結果的另一意涵為在高度波動不確定發生的期間，因時

間落差 (lag)的關係，應是現貨價格具有價格發現的機制，而不是期貨價格。

Lu, Hong, Wang, Lai, & Liu (2014)以滾動相關與動態條件相關多變量GARCH兩種條件為基

礎，測試全球原油市場隨時間演變的Granger因果關係，以探討因資訊外溢對其他原油市場造

成的立即影響，並對存在Granger因果關係的市場進行衝擊反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第一：

在產油國若發生重大事件時，布蘭特原油和西德州原油兩市場對杜拜原油、塔皮斯原油市場

(Tapis)會立即產生Granger因果關係，顯示布蘭特原油與西德州原油在全球原油市場占有主導

地位。第二：衝擊反應分析則顯示市場訊息對全球原油市場的溢出效果有正向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因資料選取範圍包含金融海嘯期間，故進行後續分析將以具有厚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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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作為基礎來建立波動度模型。另資料屬性中可能具有不對稱性的因素，因此，本研究採

用對稱及不對稱的GARCH模型群（包含：GARCH、EGARCH、TGARCH及 PGARCH）作為

風險值預測的基礎，使配適出的波動度模型能提高風險值績效與連動關係分析的精確性。

過去風險值分析文獻，皆以找出研究變數最適估測波動度的模型為目標，並單方面討論風

險值代表的意涵，並無分析風險值間是否會互相影響；而時間序列分析的文獻中多以價格或指

數進行分析，此無法查看損失的連動關係，無法避開影響較為劇烈的期間，對發展風險管理策

略幫助有限。

因此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將風險值與連動關係作結合，以探討變數擁有的特性為基礎建立

風險值序列後，再進行連動關係的探討，此分析可看出景氣循環對煤價指數造成的不良影響。

四、研究方法

在歷經巴塞爾協定 I中內部模型法的信貸評估公式錯誤地導向貸款決策，使銀行呆帳逐年

增加的背景下，J.P. Morgan公司發明的風險值估算法 (風險矩陣，RiskMetrics能將市場風險數

量化，此為風險值發展的前身。

直到 2000年後，Jorion (2006)才明確闡釋風險值的定義：「在給定的信賴水準與時間區間

下，可能出現的最大損失」。更清楚地解釋為：「風險值是一種機率方法，來衡量在給定的期

間與歷史報酬率的分配下，投資組合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舉例說明如下：若一項變數資產

其風險值VaR(1%)為新台幣一千萬，顯示在一定的期間下，在 99%信賴水準下，未來發生損失

超過一百萬美元的機率為 1%。

風險值計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Z為標準常態分配，σ為波動度，t為期間：

VaR(X%)ZX%×σ×asset value×t

因此風險值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波動度 σ，而透過文獻回顧顯示在西元 2000年後以GARCH

模型進行波動度的捕捉較有其準確性，故本研究引入四種GARCH模型進行煤價與金價波動度

的捕捉以建立最適的風險值序列，如下所述。

Bollerslev (1986)修正 Engle (1982)的ARCH模型，提出一般自我迴歸條件異質變異

(GARCH)，此模型主要為誤差項的變異數 (σt
2)與原有的誤差項變異數前期 (σ 2

t-j，j = 1, 2, 3,⋯, p)

相關，亦與誤差項前期，(ε 2
t-i，i = 1, 2, 3,⋯, q)相關，稱為GARCH(p,q)模型，如下所示：

σt
2c

q

∑
i=1

σi ε 2
t-i

p

∑
j

βj σ 2
t-j

而一般的GARCH模型（亦稱對稱GARCH模型）只隨著殘差項大小變動，並不隨著

殘差項的正負號變動，其缺點為無法區分市場正面消息與負面消息不同程度的衝擊效果，

Mork(1989)的研究結果顯示油價上揚時，顯著地造成美國GDP衰退，但油價下跌時，GDP上

升的效果卻不顯著。因此忽略此種不對稱效果，將低估市場負面消息波動帶來的衝擊，也會高

估市場負面消息波動帶來的衝擊，故本研究加入另外三種不對稱的GARCH模型為 EGARCH、

TGARCH及 PGARCH模型，四者併入對本研究的變數進行比較，以選出最適的波動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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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如下所所述。

Nelson (1991)認為波動出現不對稱時會具有指數平滑的特性，因此提出 EGARCH模型

(Exponential GARCH)，其方程式設定如下所示：

ln(σt
2)cα1  εt-1 γ [ εt-1 ] β ln (σ 2

t-j)σt-1 σt-1

如果 γ0，則市場消息面影響不對稱 (asymmetry)，且 γ0時，存在不對稱性。因為 γ0

和 εt-10（市場負面消息），兩者負負得正後對於波動有增強之效果。

Glosten, Jaganathan & Runkle(1993)將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的概念融入GARCH模型

而提出了 TGARCH模型 (Threshold GARCH)，亦稱GJR-GARCH模型，其方程式設定如下所

示，其中Dt為指示函數 (indictor function)，若 γ0，則消息面為非對稱的衝擊；若 γ0，則為

一般GARCH模型。

σt
2c

q

∑
i=1

αε 2
t-1γi Dt-i ε 2

t-i

p

∑
j=1

β σ 2
t-j

Ding, Granger & Engle(1993)提出不對稱冪次方GARCH模型，稱為 PGARCH模型 (Power 

GARCH)，此模型配適的波動是標準差的冪次方，其方程式設定如下所示，若 γ0且 δ2，則

為一般GARCH模型。

σt
δc

q

∑
i=1

αi(εt-iγεt-1)
δ

p

∑
j=1

βj σδt-j

以上三種不對稱之GARCH模型主要目的在於提高預測市場負面消息衝擊產生大幅波

動之準確度，而三者不同處在於 EGARCH模型認為不對稱性的波動具有指數平滑的效果，

TGARCH模型以簡易的虛擬變數概念對正面消息與負面消息作區分，PGARCH模型則認為以

波動的平方進行估測將會限制模型的預測，故採用冪次方的概念以提高補捉彈性。

在產生的波動度序列後，可代入風險值公式求算風險值。由於風險值為估測的損失

值，為辨別何者的風險值序列的風險管理能力（捕捉實際損失能力）較佳，須進行回溯測試

(Backtesting)，觀察損益中實際損失超過風險值的次數（穿透次數）是否符合信心水準規範下的

次數，次數越少越佳，此測試也能篩選出最適合的風險值序列。

而確認是否存在連動關係則以Granger因果關係進行檢定，Granger (1969)分析序列資料變

數間的領先落後關係，測試變數X是否會引起變數Y的變動時，主要是觀察落後期的X能否解

釋當期的Y的程度，假使X與Y之相關係數在統計上呈現顯著，則稱Y為過去的X Granger因

果引起，檢定流程如下：

Xtα0∑
p
i=1 αi Xt-i∑

q
j=1 βj Yt-jε1t

Ytγ0∑
p
i=1 γi Xt-i∑

q
j=1 βδj Yt-jε2t

利用 F檢定的虛無假設：

H0：β1β2β3⋯0



－37－鑛冶 61/1

H0：δ1δ2δ3⋯0

因此限制式模型可表示為：

Xt∑
p
i=1 αi Xt-iut

Yt∑
p
i=1 βδj Yt-jvt

以Wald F統計量來檢定

(ESSRESSU)

F
(DFRDFU)

FαESSU

DFU

在顯著水準 α下，若 FFα則拒絕虛無假設，顯示Xt能Granger因果Yt。

而影響程度大小則以衝擊反應分析進行論述，Sims (1980)提出的Cholesky過程其定義為 L

為落後計算因子，yt-1Lyt，則 yt-2Ly1L2 yt，⋯，如此類推至 LP，則AR模型可表示為：

ytµ(α1L⋯αpL
p)*ytet

或 yt
µ


et

α1 L⋯αPL
p

(α1 L⋯αP L
p)-1

最後得到 α(L)ytµet，其中，α(L)1αL⋯αpL
p。

以二元的 y1t與 y2t推導：

[ y1t

y2t
][ m1

m2
][α11

(1) α12
(1)

α21
(1) α22

(1) ][ y1,t-1

y2,t-1
][α11

(2) α12
(2)

α21
(2) α22

(2) ][ y1,t-2

y2,t-2
]⋯[α11

(p) α12
(p)

α21
(p) α22

(p) ][ y1,t-p

y2,t-p
][ ε1t

ε2t
]式中，

誤差項 ε為白噪音，其中 E(ε)0，i1,2，Var(εt)E(εtεt' )∑，t，E(ε1tε1s)0，ts，i1, 2。

假設在 t0時，對 y1t產生衝擊 y0[ε10
ε20

][ 1
0 ]，且之後 (t=1,2,⋯)的誤差項皆為 [ 0

0 ]，
則 y1[ α11

α21
]，y2[ α2

11α12α21

α11α21α22α21
]，α11, α2

11α12α21為由 y1t的衝擊引起的 y1t的反應；

α21, α11α21α22α21為由 y1t的衝擊引起的 y1t的反應。

同理，若在 t＝ 0時，對 y2t產生衝擊 y0[ε10
ε20

][ 0
1 ]，則可分別求得由 y2t的衝擊引起的 y1t

與 y2t的反應。

四、資料處理與實證分析

本研究使用 Eviews 8.1軟體進行分析，為去除原始價格資料常出現的非定態現象，故將取

得的資料轉為報酬率使其呈現定態，報酬率的計算方式為對價格取對數差分再乘以 100化成百

分比。化成報酬率後進行單根檢定確認資料狀態，若不具單根現象則可進行後續流程。

本研究各項分析中，除了風險值回溯測試以巴塞爾協定建議的 1%顯著水準外，其餘所有

的統計檢定皆採用 5%的顯著水準。而本文所需的報酬率與風險值的代號對照表設定，如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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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表 2）：

表 2　代號對照表

變數 代號

澳洲NEWC煤炭價格指數報酬率 COAL_rate

黃金現貨價格報酬率 GOLD_rate

澳洲NEWC煤炭價格指數風險值 COAL_VaR

黃金現貨價格風險值 GOLD_Va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以 Said & Dicky(1984)提出ADF單根檢定與 Phillips & Perron(1988) 提出的 PP單根

檢定檢測報酬率序列是否呈現定態，經過本研究檢定結果，在 5%顯著水準下各項報酬率皆無

單根現象，顯示資料皆為定態（表 3）。確認報酬率為定態序列資料後，接著建立後續分析所需

模型。

表 3　報酬率單根檢定表

單根檢定 (t-statistics與 P-value)

variable ADF PP

COAL_rate
-58.8149
(0.0000*)

-58.8861
(0.0000*)

GOLD_rate
-63.0327
(0.0001*)

-63.0328
(0.0001*)

註：(.)為 P-value，*為顯著水準 5%下顯示資料為定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流程建立GARCH模型群，分別GARCH、EGARCH、TGARCH及

PGARCH，結果整理成下表 4，表中為各變數可選用之GARCH模型群，最大概似估計值 (Log 

Likelihood)可檢測同一變數下不同模型的解釋能力，以供互相比較，判斷何種模型的解釋能力

優於其它模型。

進行計算風險值序列時，依 4種GARCH模型算出的波動度，各變數會有 4種風險值序

列，而風險值計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Z為標準常態分配，為波動度，t為期間：

VaR(X%)ZX%×σ×asset value×t

計算風險值所需的投入資產價值，因每個交易單位並不相同，為求統一，本研究將其設為

1使其固定；而本研究求算的是每日風險值，故時間也為 1。

本研究接著將得到的風險值序列進行回溯測試，並計算穿透次數，合理的穿透次數計算為

顯著水準 1%乘上資料數 (1%×3,915約等於 39)，整理成表 5，表中顯示穿透次數越少，風險值

捕捉實際損失的績效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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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GARCH模型對照表

變數 模型 公式 最大概似估計

COAL_rate

GARCH σ̂t
20.03260.0569 ε̂ 2

t-10.9351 σ̂2
t-1 -7,032.380

EGARCH log(σ̂t
2)0.06820.1062 | ε̂ t-1

σ̂t-1
|0.0339(

ε̂ t-1

σ̂t-1
)0.9927[log(σ̂2

t-1)] -6,983.444

TGARCH σ̂t
20.03000.0210 ε̂ 2

t-10.0555(ε̂ 2
t-1‧It-1)0.9441 σ̂2

t-1 -7,019.729

PGARCH σt
0.63030.0112

p

∑
i=1

0.0576(|εt-i|0.3688εt-i)
0.6303

q

∑
j=1

0.9506 σ̂t-j
0.6303 -6,976.456

GOLD_rate

GARCH σ̂t
20.01160.0427 ε̂ 2

t-10.9530 σ̂2
t-1 -5,549.785

EGARCH log(σ̂t
2)0.06500.0942 | ε̂ t-1

σ̂t-1
|0.0279(

ε̂ t-1

σ̂t-1
)0.9942[log(σ̂2

t-1)] -5,545.276

TGARCH σ̂t
20.0101+0.0620ε̂ 2

t-10.0336(ε̂ 2
t-1‧It-1)0.9525 σ̂2

t-1 -5,545.134

PGARCH σt
1.40120.0082

p

∑
i=1

0.0490(|εt-i|0.2652εt-i)
1.4012

q

∑
j=1

0.9567 σ̂t-j
1.4012 -5,541.7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回溯測試表

變數 模型 合理的穿透次數 穿透次數 適用風險值序列

COAL_VaR

GARCH

39

17 ✓

EGARCH 24

TGARCH 20

PGARCH 23

GOLD_ VaR

GARCH

39

58

EGARCH 61

TGARCH 57 ✓

PGARCH 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5顯示煤價指數的穿透次數皆低於規範下，代表煤價指數波動較穩定，易於控制風

險，透過表中顯示應選擇最低的穿透次數作為風險值序列（GARCH模型下的VaR序列）。而

相較於煤炭，黃金的波動明顯較為劇烈，因此穿透次數高於規範，此顯示黃金異常的損失機率

較高，需提列較多的準備金以預防意外損失，透過表中顯示應選擇最低的穿透次數作為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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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TGARCH模型下的VaR序列）。表 4雖然透過最大概似估計值能判斷何種GARCH模型

解釋力強，卻不見得是捕捉實際損失的最適預測模型，故仍需進行回溯測試方能確認何者才是

估測損失的最佳模型。

選出適合預測損失的風險值序列後，將兩者組成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Vector Auto Regression)，

透過適合大樣本資料使用的 SIC準則判定最適落後期數為 3後，接續進行損失連動測試的

Granger因果檢定與衝擊反應分析。

Granger因果檢定如表 6所示，表中顯示兩者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係，證明彼此間是有

互相連動的關係存在。

表 6　Granger因果檢定表

依變數：COAL_VaR

獨立變數 χ2統計量 P-value

GOLD_VaR 7.2911 0.0261*

依變數：GOLD_VaR

獨立變數 χ2統計量 P-value

COAL_VaR 16.4770 0.0003*

變數 影響方向 變數

COAL_VaR GOLD_Va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雖上述證明互相存在連動關係，卻無法了解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進行衝擊反應分析，結

果如下圖 2與圖 3所示，發生衝擊時，煤炭的反應較黃金高，反應完畢所需時間也較久，顯示

黃金衝擊所造成的影響較煤炭大，故可用黃金價格VaR觀察煤價指數VaR。

上述分析結果可解釋在景氣循環中，黃金為貨幣的避險工具，而煤炭為能源中的避險商

品，當原物料價格抬升引發通貨膨脹時，波動度亦大幅變動時，兩者會因具有相同的避險條件

產生連動關係，且能透過黃金觀察煤價指數波動趨勢，此亦驗證本研究的預設推論。

五、結　論

目前煤價走勢已從金融海嘯的影響中脫離，國際煤炭價格維持在一區間穩定波動；此外，

觀察黃金價格目前趨勢也穩定波動。透過目前趨勢與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兩者間的波動有關

聯性存在。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1. 本研究以預期損失的觀點而不以報酬績效分析煤價與金價的波動度，此能反映出價格波動

劇烈下的不良影響。在目前全球經濟尚未明朗化的階段，提供一項能觀察煤價波動趨勢的

指標供煤炭交易者參考，以預估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發展預防機制。

2. 目前全球經濟雖已慢慢穩定下來，各國煤炭交易者針對非系統性風險皆以完善多角化策

略，分散風險，達成較佳的採購績效；但對於無法規避的系統性風險（如：生產國出現極

端氣候以致無法履約供應（澳洲、印尼等）、金融市場崩盤、生產國國內罷工⋯等），仍



－41－鑛冶 61/1

需有相關策略以預防。本研究針對金融市場因素提供一系統化的分析過程，將資料持續更

新可衡量可能產生的損失，並透過觀察市場間的連動性，提出風險管理建議以修正交易買

賣策略，將系統性風險事件影響降至最低。後續研究可加入中國與印尼煤炭市場的運作機

制，將全球煤炭市場價格平均加權成指數，以更貼切反應出整體煤炭市場在景氣循環下的

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　黃金對煤炭的衝擊反應圖

時間：天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　煤炭對黃金的衝擊反應圖

時間：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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