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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 年歐債危機的爆發到近期美國的債務危機，突顯了許多歐美已開發經濟

體的國家債務問題。相對於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近期東亞國家並沒有爆發債務

危機，但本身仍可能存在著國家的債務問題。本研究以東亞國家中的台灣、日本、

韓國以及中國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債務的因素以及

影響程度。 

本研究運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與衝擊反應函數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進行分析，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其他總體經

濟變數外，美元指數以及國際油價亦是影響國家債務的重要變數。就台灣而言，

美元指數對於台灣國家債務沒有顯著影響；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

有正向影響，中期至中長期有負向影響。就日本而言，美元指數對國家債務比率

在短期至長期有正向影響；國際油價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長期有負向影

響。就韓國而言，美元指數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長期有正向影響；國際

油價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呈現跳動式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呈現正向

影響關係。就中國而言，美元指數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則是在短期至中期呈現負

向的影響關係；國際油價對中國債務比率短期呈現跳動性影響，中期至中長期而

則是呈現正向的影響關係。本研究推測造成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國家債務結構的

差異以及國際油價對不同國家總體經濟變數影響的差異，導致美元指數與國際油

價對不同國家債務比率造成不同的影響。 

 

 

關鍵詞：東亞、國家債務、美元指數、國際油價、向量自我迴歸、衝擊反應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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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European debt crisis to recently American debt crisis, it shows the national 

debt proble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Contrast to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here are no debt crisis burst in Eastern Asian. But it could 

still exist national debt problems potentially. This study analyzes which variables 

would affect national debt and how these variables affect national debt. Taiwan, Japan, 

Korea and China are used as the main objects which are th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his study applies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to 

discuss how US dollar index, crude oil price and other macro-variables affect debt to 

GDP ratio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macro-variables, US dollar 

index and crude oil price are also the crucial variables to affect debt to GDP ratio. For 

Taiwan, US dollar index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bt to GDP ratio; crude oil pri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and has a negative effect in 

medium-term to medium and long-term. For Japan, US dollar index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to long-term; crude oil pric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to long-term. For Korea, US dollar index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to long-term; crude oil price has 

mixed effects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to medium-term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medium and long-term to long-term. For China, US dollar index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to medium-term; crude oil price has 

mixed effects on debt to GDP ratio in short-term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medium-term to medium and long-term. This study surmises that the differences for 

the results between diffierent countries are because of government debt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crude oil price on macro-variabl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Keyword: East Asia, national debt, US dollar index, crude oil price, vector 

autoregression,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http://www.iciba.com/pot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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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家債務的影響關係，並以東亞國家中的台灣、日本、韓

國以及中國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以向量自我迴歸模型以及衝擊反應函數進行分

析，探討經濟變數對於上述四國國家債務的影響性，並進一步比較不同國家間

的影響差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各國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因應之，使得國家債

務逐漸增加，其中希臘債務的惡化，導致了歐債危機的發生。希臘本身除了透

過紓困案之外，則是透過樽節開支方式面對債務問題，使得國家社會福利縮減，

大量公務人員失業，造成社會的反彈，經濟上更面臨嚴峻考驗。至今歐洲危機

雖逐漸解除，但仍面臨歐債危機帶來的經濟成長停滯以及高失業率問題，尚未

完全走出歐債危機的陰霾。1美國方面，2013 年 10 月也面臨國家債務違約危機，

當時美國參議院表決結果，同意將債務上限延至 2014 年 2 月份。2
2014 年 2 月

份進一步放寬國家舉債上限 17.2 兆直至 2015 年 3 月，美國政府債務危機暫時舒

緩。3不過，2015 年 10 月美國再度面臨債務上限問題，美國國會參議院再次同

意增加 800 億美元支出直至 2017 年 3 月，突顯美國已面臨嚴重的債務問題。4
 

金融體系相當成熟的歐美國家陸續爆發出債務危機，台灣與周邊東亞地區

                                                      
1
聯合新聞網（2014）。彭博資訊：歐債危機正逐漸解除。2014 年 04 月 24 日，取自：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6/8609389.shtml?ch=rss_BREAK

INGNEWS6 
2
中央銀行新聞稿（2013）。美國債務僵局最新發展。2014 年 04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cbc.gov.tw/ct.asp?xItem=43093&ctNode=302&mp=1 
3
新頭殼（2014）。美參院通過 無條件提高舉債上限 1 年。2014 年 04 月 20 日，取自：

http://newtalk.tw/news/2014/02/13/44377.html 
4
Walsh, D., Barrett, T. & LoBianco, T. (2015). House approves two-year budget deal. Cable News 

Network. 

http://edition.cnn.com/2015/10/28/politics/house-budget-deal-paul-ryan-john-boehner/(Date 

visited: January 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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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債務問題似乎較為平靜，雖然目前東亞國家並沒有爆發債務危機，但並不表

示東亞國家沒有債務的問題以及債務的潛在危機。 

以台灣本身而言，國家債務 1996 年至 2014 年呈現上升趨勢（圖 1），1996

年台灣國家債務總額約為 1.94 兆新台幣，至 2014 年債務總額達到了 6.1 兆新台

幣，增加的數額超過三倍。5從國家債務佔 GDP 比率來看，1996 年國家債務總

額佔台灣 GDP 的比率為 25.1%，至 2014 年達到 37.9%。6其中 2012 年台灣 1 年

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達到了 4 兆 9495 億元，占前 3 年名目 GNP 比率為 36.7

％，直逼台灣舉債上限 40%，若再依據中央政府 101 年度總決算說明，台灣的

潛藏債務更是超過了 15 兆 6 千億，佔台灣 GDP 的比例達 110%。7
 

日本則是東亞國家中最為成熟的經濟體之一，以 1995 年之後的數據觀察，

發現日本債務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圖 2），1995 年日本國家債務總額約為 477 兆

日圓，至 2014 年債務總額達到了 1200 兆日圓。從國家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比率來看，1995 年國家債務總額佔日本 GDP 的比率為

95.07%，2009 年突破 200%，至 2014 年達到 246.17%。8
 

韓國方面（圖 3），1995 年國家債務總額約為 38 兆韓元，受到亞洲金融風

暴影響，2000 年增加至超過 108 兆韓元，至 2014 年上升至 534 兆韓元。國家總

債務占 GDP 的比率方面，1995 年韓國國家債務債務佔 GDP 比率為 8.95%，2000

年增至 17.11%，至 2014 年已上升至 35.98%。9韓國的國家債務比率雖然略低於

台灣，近年經濟實力也表現突出，但從時間的趨勢觀察之，可發現韓國國家債

務比率與日本及台灣相同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5
在此定義為台灣各級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6
財政部（2015）。財政統計資料庫。2016 年 01 月 11 日。取自：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7
財政部（2012）。財政部中華民國 101 年統計年報。2014 年 04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Year_Fin/101%E9%9B%BB%E5%AD%90%E6%9

B%B8/htm/yearmenu.htm 
 行政院主計處（2013）。行政院主計處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2014 年 04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906&CtNode=5736&mp=1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5)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2/weodata/index.aspx (Date visited: January 10, 

2016) 
9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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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面，1995 年國家債務總額為 1.32 兆人民幣，2000 年增長至 3.7 兆人

民幣，至 2014 年提高達 26.17 兆人民幣，債務總額增加超過將 22 兆人民幣。若

從債務占 GDP 的比例觀察，1995 年中國國家債務占 GDP 比率為 21.59%，1998

年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增長至 37.12%，2000 年後國家債務比率略微下滑，但

2008 年後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國家債務比率呈現增長趨勢，至 2014 年以增

長至 41.14%。10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  

圖 1 1996 年-2014 年台灣債務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 

圖 2 1995 年-2014 年日本債務趨勢變化 

 

                                                      
10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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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 

圖 3 1995 年-2014 年韓國債務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  

圖 4 1995 年-2014 年中國債務趨勢變化 

 

進一步從東亞各國 GDP 占東亞區域 GDP 比率觀察（表 1），以中國比率最

高為 50.67%，日本比率為 26.27%次之。韓國與台灣比率分別為 6.97%與 2.73%，

均排在前五位，可見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在東亞區域經濟上扮演中要角

色。另一方面，以國家債務占東亞全區域 GDP 的比例觀察（表 1），日本、中國

與韓國比例分別為 64.13%、20.09%與 2.34%，是東亞區域中比例最高的前三位，

而台灣此項數據也都超過了 1%，位於第六位，其國家債務問題亦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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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十億美元，百分比% 

表 1  2013 年東亞區域國家債務情況 

 

國家 國家 GDP 
國家 GDP 占東亞

區域 GDP 比率 
國家債務總額 

國家債務佔 

東亞區域 GDP 比率 

中國 9490.85 50.67% 3731.07 20.09% 

日本 4919.59 26.27% 11909.58 64.13% 

韓國 1305.61 6.97% 442.54 2.38% 

印尼 912.502 4.87% 226.70 1.22% 

台灣 511.279 2.73% 201.64 1.09% 

泰國 420.167 2.24% 176.87 0.95% 

馬來西亞 323.342 1.73% 180.81 0.97% 

新加坡 302.246 1.61% 312.09 1.68% 

菲律賓 271.928 1.45% 106.36 0.57% 

越南 170.565 0.91% 88.40 0.48% 

緬甸 56.699 0.30% 23.33 0.13% 

汶萊 18.092 0.10% 0.40 0.00% 

柬埔寨 15.362 0.08% 4.37 0.02% 

寮國 10.788 0.06% 6.28 0.03% 

資料來源：整理自 CEI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 

 

另一方面，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在債務結構上有所差異，由下圖 5

可看出日本與韓國相較於台灣與中國具有較高的外債比率，2014 年日本國家外

債佔全部國債的 10.21%，韓國此項比率略高於日本為 13.22%，中國僅僅只有

1.53%為外債，台灣更是完全沒有外債。從數據中雖然可以發現台灣、日本、韓

國以及中國之國家債務以內債為主，但在國家債務結構上仍有差異存在。因此，

在影響債務的變項以及影響程度上可能會有所不同，值得進一步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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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Bank of Korea(2015) ; Bank of Japan(2015a) ; Bank of 

Japan(2015b) ;IMF(2015) ; 財政部（2011）；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2015） 

圖 5 2014 年台、日、韓、中債務結構 

 

綜合上述，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同時都面臨了債務負擔持續增加的問

題，國家債務占東亞區域 GDP 的比率亦是東亞國家中的前幾名，且經濟影響力

在東亞區域上扮演重要位置。另外，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的國家債務組成

結構有所不同，影響國家債務變動的原因可能因此有所差異，亦值得進一步分析

比較。因此，本研究進而以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深入

探討與比較上述四個國家的債務影響關係。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家債務的影響變項與影響關係。其中以台灣、日本、韓國

以及中國為研究對象，找出影響上述四者國家債務的變項與影響關係，以向量自

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VAR)與衝擊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進行分析，並試圖比較四者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國家債務趨勢的變化。 

二、以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為研究對象，瞭解影響國家債務的重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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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 

外債比例 

內債比例 

 



7 
 

項與影響關係。 

三、分析影響變項對國家債務比率的長短期影響。 

四、比較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國家債務的成因與影響關係之異同。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未來改善國家債務問題的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試圖比較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國家債務的成因與影響關係，本

研究主要以文獻次級資料分析方式進行研究，研究者將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書

籍、期刊與學術論文，將文獻進行整理及分析，並予以詮釋，找出重要國家債務

影響變數，探討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國家債務的成因與影響關係。另外，

透過文獻的整理，研究者試圖找出影響債務變化的相關變項，進一步蒐集影響國

家債務變項之統計數據與相關次級資料，並運用統計方法分析變項的影響關係與

影響程度。 

經濟變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有時具有時間落差，亦即當期經濟變項的變動，

影響效果在下一期才可顯現，因此，本研究運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分析落後經濟

變項對債務的影響。另一方面，經濟變項在不同的時間長度可能有不同的影響效

果，本研究除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外，進一步運用衝擊反應函數分析變數在時間過

程中的影響效果。 

第四節 研究流程 

下頁圖 6 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第一個程序為選定研究題目，第二個程序

為根據題目撰寫研究背景及目的，同時也選定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三個程序將進

行文獻回顧，第四個程序即選定研究變項，第五個程序為蒐集研究變項之統計數

據，第六個程序為實證分析，分為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分析與衝擊反應函數分析，

第七個程序即得到研究結果，第八個程序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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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6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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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過往債務相關研究 

本研究將過往債務相關研究分成三個部分進行探討，分別為區域、分析方法

以及東亞的台日韓中地區。其中區域方面本研究將其分成單一區域與跨區域的探

討。 

在單一區域方面，Dornbusch (1986)以三個拉丁美洲國家智利、巴西與阿根

廷為研究對象，探討 1978-1982 年間外債及財政赤字增長的原因。其中就智利而

言，當時貨幣被過度高估，帶來大量的進口，使經常帳惡化，造成赤字問題。就

巴西而言，受到石油價格快速上漲以及國際利率上升的外部衝擊，巴西政府使用

補貼以及舉借外債支付高漲的利息，使債務快速增加。阿根廷債務上升的原因則

是在於貨幣被高估、政治不穩定以及資本外流等因素造成。而 Aiyagari and 

McGrattan (1998)以美國為研究對象，設定最適債務數量模型，在模型中若債務

有效維持個人消費，則國家最適債務將較高；若債務排擠了資本導致消費減少，

則國家最適債務將較低；若過度扭曲的稅率（過高稅率），則國家最適債務亦較

低。研究中發現福利收益對於美國債務的影響是輕微的，也發現國家債務透過高

利率將使資本受到排擠，而國家債務亦會使消費降低。Muhanji and Ojah (2011)

則是以非洲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發現非洲國家債務比率不應該超過 80%。非洲

國家的出口以及政治的穩定對於債務的償付能力以及流動性有所助益，相對而言，

進口則對於債務的償付能力以及流動性有不利影響。研究中認為非洲國家應採取

進口投資商品而非消費商品，利用進口的投資商品製成附加價值成品，再進行出

口，替代初級商品的出口。研究當中也顯示政治環境與法律環境對於進出口政策

扮演重要角色。 

Kalou and Paleologou (2011)運用向量修正誤差模型與 Granger 因果檢定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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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國家中的希臘經常帳赤字與財政赤字的關係，發現經常帳赤字對希臘財政

赤字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原因在於希臘的高度國家債務比率，促使希臘政府必

須支付國外高度的償債與利息支出，導致經常帳惡化，也進一步帶來財政赤字的

增加。Baum, Checherita-Westphal, and Rother (2012)以歐元區中的 12 國為研究對

象，發現國家債務比率低於 67%時，國家債務比率與經濟增長呈顯著正相關；若

債務比率高於 95%，將對經濟活動造成衝擊。若國家債務比率高於 70%，長期

利率則有上升的壓力。Checherita-Westphal and Rother (2012)亦是以歐元區 12 國

家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為 1970-2010 年，研究發現存在非線性影響關係，當債

務占 GDP 比率在 90-100%之間時，國家債務比率的增加將造成長期經濟成長減

緩；研究亦指出國家債務比率的上升將影響私人儲蓄（private saving）、公共投

資（public investment）以及總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進而影響

經濟的成長。 

跨區域國家方面，Ford and Laxton (1999)研究中以 9 個工業國為研究對象，

發現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間，當時國家債務大幅擴張為實質利率的上升的主

要因素。Mehl and Reynaud (2009)針對 33 個新興國家之內債提出探討，將公共內

債組成中最可能發生危機的三個部分抽離出來予以討論，三部份分別為以外幣為

面額之債務(foreign currency denomination）、短期債務(short-term maturities）以及

指數債務(indexation），發現經濟規模、通貨膨脹率以及國內投資者的規模對於上

述三部分的國內債務有顯著影響。Piersanti(2000)以 OECD 中的 17 個國家為研究

對象，運用 1970 年至 1997 年資料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財政盈餘/赤字占 GDP

比率對經常帳占 GDP 比率有正向關係存在，其結果符合雙赤字假說(twin deficits 

hypothesis)。Reinhart and Rogoff (2010)運用了過去 200 百年的歷史債務數據，當

中包含 44 個國家，發現不論是先進國家或是新興市場的經濟體，若是國家債務

佔 GDP 比率超過 90%，將造成經濟成長降低的結果。另外，研究中亦發現新興

國家外債佔 GDP 比率若超過 60%，也將導致經濟成長降低的現象。Forslund,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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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nizza (2011)試圖比較全球不同區域開發中國家內債比率的影響關係，其中

涵蓋 104 個國家，研究期間為 1990-2007 年。11研究中發現不同區域中對於內債

比率的影響關係並無顯著差異。研究中也意外發現在通貨膨脹對內債比率並沒有

顯著影響，因此，其研究進一步考慮資本管制因素，發現在低度資本管制或是沒

有資本管制的國家中，通貨膨脹率與內債比率有負向影響；在高度資本管制的國

家當中，通貨膨脹率對內債比率則無顯著影響關係。Afonso and Jalles (2013)運用

1970-2008 年橫斷面資料，分析 155 個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生產力與

政府債務之間的關係。其研究主要有四項發現，首先，較高的債務到期日將可帶

來較高的經濟成長；其次，財政的鞏固可促進經濟成長；第三，金融危機對於經

濟增長有所損害；最後，較高的債務比率有助全要素生產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成長。另外，在債務的影響方面，其研究發現債務占 GDP 比率

超過 90%的國家與債務比率低於 30%的國家相比，前者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低。

當債務比率增加 10%，債務占 GDP 比率超過 90%的國家經濟成長將減少 0.2%；

債務比率低於 30%的國家經濟成長反而會增加 0.1%。 

此外，就分析方法上而言，Greiner and Semmler (2000)運用內生經濟成長模

型(Endogenous Growth Model）進行分析，認為政府債務若沒有與明確的預算體

制連結，政府支出帶來的經濟增長將因為缺少嚴謹的預算制度，而因此被抵銷，

不嚴謹的預算制度也無法維持經濟的增長。Futagami and Shibata (2003)則是運用

簡單內生經濟成長模型(Simpl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檢視經濟成長與預算

赤字之相互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若維持較小公共債務佔GDP的比率，可帶來較高

的長期經濟增長，反之，若增加債務佔GDP的比率，將減緩長期的經濟成長。

Bräuninger (2005)運用內生經濟成長跨期疊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s with Endogenous Growth）進行分析，其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結果，若政府

固定的財政赤字比率低於臨界水準時，將可形成資本、經濟產出以及債務比率以

                                                      
11
內債比率為國家內債佔國家總債務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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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比率成長的狀態，當中若是赤字比率的增加，則會降低經濟的成長。若政府

所固定的赤字比率高於臨界水準，則會使資本成長持續減少。Adam (2010)則是

運用價格僵固性模型（Sticky Price Model）分析，研究指出高度的政府債務將使

最適的政府支出額減少，以抑制扭曲賦稅帶來的不利刺激效果。高度的債務也將

為財政預算與稅率帶來龐大風險，使最適的債務比率隨時間推移而降低。 

若以本研究所強調的東亞區域作為分析角度，亦可將文獻分成台灣、日本、

韓國以及中國四部分進行探討。首先，台灣債務研究方面，吳親恩(2006）認為

1990年代後台灣所得分配惡化是影響公共支出擴大的重要因素，除了透過福利措

施外，也增進就業方案與公共建設的支出間接改善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在增稅

有其困難情況下，便透過發行公債方式因應，使國家債務增加。林慈芳(2013）

指出台灣的財政赤字有超過3/4是結構性因素，而非景氣循環原因所造成，台灣

經濟的成長將無助於財政赤字的改善。蔡馨芳 (2013)使用台灣1955-2011年的長

期債務資料針對財政永續性進行實證，發現台灣財政雖然自1950年代至今財政呈

現跨期均衡狀態，但若將時間移往1989年後作統計驗證，發現台灣財政已無法維

持跨期均衡狀態，原因是1989年後台灣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歷經轉型，政府財政

不斷擴張，導致財政無法達到均衡。 

其次，日本債務研究方面，Ihori, Kato, Kawade, and Bessho (2005)預測 2050

年日本賦稅以及社會安全保險佔 GDP 比率將分別提高至 36%與 23.3%，若是加

入 2004 年日本的年金改革因素，則可以分別降至 23.53%與 15.02%，不過仍突

顯了日本財政支出將持續增加的問題。Hamada (2007)則是試驗性的推測日本在

長久未來將成為債務國，提出的原因是日本未來人口持續老化以及人口下降，導

致家戶儲蓄降低，阻礙資本流動。蔡增家(2004）從政治經濟層面分析，發現因

日本受到經濟泡沫化之影響，政府以大幅擴張財政策方式挽救經濟，增加公共建

設支出，加上經濟成長停滯，使得日本債務大幅上升。謝學儒(2012）也認為日

本 1990 年日本經濟泡沫化之後，日本政府採行的大規模刺激經濟政策，使得債

 



13 
 

務大幅增加，另外，指出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以及 2011 年發生的 311 大地震，

亦使日本發行國債應對，使國家債務增加。 

再次，韓國債務研究方面，Collins and Park (1988)指出韓國曾在1980年至1986

年為第四大債務國，但之後因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經常帳的盈餘，使韓國的債務

問題逐漸改善。Chang (1998)針對韓國1997年金融危機成因進行探討，研究中指

出韓國外債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年呈現快速的增長狀況，1993年時外債約為440

億美元，1997年9月增加至1200億美元。1979至1985年韓國外債平均每年增加了

17.8%，1994年至1996年平均每年增加33.6%，增長的幅度是1979年至1985年的

兩倍。其研究指出外債大幅增加為韓國的自由化政策以及監督機制不足所導致，

亦使金融危機對韓國造成的嚴重影響。 

最後，中國債務研究方面，Xu and Zhang (2014)透過資產負債表的建構探討

中國的主權債務，其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債務明顯低於許多已開發國家，且政府的

債務占資產比率顯著低於過往(1998年至2002年)。不過，Li and Lin (2011)將中國

政府或有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y)占GDP比率與開發中國家比較，發現中國政府

債務比率明顯高於開發中國家，並認為若要確保中國財政的可持續性需要減少中

國政府的或有負債。 

綜合上述探討，過往研究大多探討總體經濟變數對國家債務的影響關係，但

就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而言，其過往文獻主要探討財政擴張以及經濟危機

因素對債務的影響，總體經濟變數對債務影響的探討相對缺乏，故，本研究進一

步探討總體經濟變數對台日韓中四國債務的影響，彌補過往文獻之不足。 

本研究將過往文獻之研究變項予以彙整，如表 2 所示。從表 2 中可發現通貨

膨脹率、利率和匯率是過往債務研究中時常納入探討之變項，而國家貿易的情況

亦是債務研究中重要的探討變項。 

就通貨膨脹率而言，Mehl and Reynaud (2009)發現通貨膨脹率對於外幣為面

額之債務(foreign currency denomination）、短期債務(short-term maturities）以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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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債務(indexation）具有正向影響關係。Muhanji and Ojah (2011)的研究顯示，非

洲國家以及東亞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對外債占 GDP 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但拉丁

美洲國家通貨膨脹率對外債占 GDP 比率無顯著影響。12
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 (2011)則指出在低度資本管制或沒有資本管制的新興經濟體中，通貨膨脹

率與內債比率有負向影響關係；在高度資本管制的新興濟體中，通貨膨脹率則對

內債比率無影響關係。Aizenman and Marion (2011)針對美國的研究亦指出，當美

國經濟停滯時，債務比率的增加將使通貨膨脹率上升，以致後續達到降低債務比

率的效果，以減輕國家債務負擔。 

在利率的部分，Muhanji and Ojah (2011)的實證結果顯示 在非洲與東亞區域

國家相對利率對國家外債占 GDP 比率有顯著負向影響，亦即在非洲與東亞區域

國家相對利率的提升將(本國利率相對降低)可減輕國家債務負擔。13不過，Kalou 

and Paleologou(2011)實證分析結果與上述不同，實證結果顯示希臘短期利率對其

財政赤字有負向影響關係，表示短期利率的提升反而使財政赤字減少，可見影響

關係可能因各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有所差異。 

匯率方面，Dornbusch (1986)在其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中認為，貿易情況的

惡化以及匯率失調是國家預算赤字主因。Carrea and Vergara(2012)則是以拉丁美

洲國家中的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以及祕魯為研究對象，實證內容顯示

匯率變化在 2 至 3 年間，對於外債占 GDP 比率有正向影響，雖然其中祕魯的結

果不顯著，但整體而言仍可發現拉丁美洲國家匯率的貶值會增加外債的負擔。

Muhanji and Ojah (2011)研究顯示非洲區域國家匯率的貶值可減緩外債負擔，但

拉丁美洲區域國家的結果與非洲國家相反，匯率的貶值反而使得外債務負擔上升，

而東亞地區匯率的變化則對外債無顯著影響。此外，其研究亦發現高度負債貧窮

國家（high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匯率的貶值可降低外債負擔；非高度負債

貧窮國家的匯率變化則對外債負擔無顯著影響關係。Forslund, Lima, and 

                                                      
12
其研究中所指的東亞國家為南韓、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 

13
相對利率指國際利率與本國利率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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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zza(2011)研究則顯示在開發中國家實質匯率的貶值可使國家內債比率減少。

Kalou and Paleologou (2011)針對希臘的研究中則是發現，希臘名目有效匯率指數

對希臘赤字占 GDP 比率有顯著負相關，亦即希臘匯率(歐元)的貶值會增加希臘

財政的負擔。 

國家貿易情況方面，Muhanji and Ojah (2011)發現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

對於外債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關係，表示貿易競爭力的提高有助於減輕外債負擔。

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2011)的研究亦得到相似的實證結果，發現貿易條件

對於內債比率亦有負向關係存在。Piersanti(2000)實證則是發現經常帳與國家財

政之間有正向的關係存在，Kalou and Paleologou (2011)的研究同樣發現經常帳赤

字對財政赤字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表示經常帳情況的惡化會使財政負擔加重。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通貨膨脹率、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作為

本研究之解釋變項，試圖衡量出對國家債務占 GDP 比率的影響。 

另一方面，除上述影響變項外，許多國際重要變項亦可能對於國家債務產生

影響關係，將成為本研究的控制變項，因此，本研究在下節持續探討國際重要經

濟影響變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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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過往債務研究影響變項 

作者 主要探討變數 

自變項 依變項 

Dornbush(1984) 固定投資 

經常帳 

實質匯率 

進出口 

預算赤字佔 GDP 比率 

Aiyagari and 

McGrattan(1998) 

福利收益 

稅率 

利率 

債務占 GDP 比率 

Ford and 

Laxton(1999) 

實質利率 國家債務 

Greiner and 

Semmler(2000) 

稅率 

政府債務 

經濟增長(per capita growth) 

 

Futagami and 

Shibata(2003) 

預算赤字 經濟增長 

Bräuninger(2005) 財政赤字佔 GDP 比率 資本 

經濟產出 

債務比率 

Hamada(2007) 人口增長率 

人口結構比率 

儲蓄率 

各部門盈餘/赤字佔 GDP 比

率 

Mehl and 

Reynaud(2009) 

國內生產毛額 

通貨膨脹率 

國內儲蓄占 GDP 比率 

財政餘額占 GDP 比率 

匯率 

外幣為面額之債務(foreign 

currency denomination） 

短期債務(short-term 

maturities） 

指數債務(indexation） 

Reinhart and 

Rogoff(2010) 

國家債務佔 GDP 比率 經濟成長 

Adam(2010) 國家債務佔 GDP 比率 私人消費 

工作時數 

政府消費 

政府稅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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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作者(年度) 主要探討變數 

自變項 依變項 

Muhanji and 

Ojah(2011) 

消費 

出口 

消費進口 

進口投資 

貿易條件 

相對利率 

(Relative interest rate) 

匯率 

通貨膨脹率 

債務占 GDP 比率 

政治環境 

法律環境 

外債佔 GDP 比率 

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2011) 

通貨膨脹率 

經常帳餘額 

人均 GDP 

M2 佔 GDP 的比率 

實質匯率 

債務占 GDP 比率 

貿易條件 

政府財政收支佔 GDP 比率 

國家內債佔國家總債務比率 

Kalou and 

Paleologou(2011) 

財政赤字 

短期利率 

名目匯率指數 

經常帳占 GDP 比率 

財政赤字 

短期利率 

名目匯率指數 

經常帳占 GDP 比率 

Aizenman and 

Marion(2011) 

通貨膨脹率 債務占 GDP 比率 

Baum,  

Checherita-Westphal, 

and Rother(2012) 

債務占 GDP 比率 

進出口總值占 GDP 比率 

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率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to 

GDP） 

經濟成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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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作者 主要探討變數 

自變項 依變項 

Baum, 

Checherita-Westphal, 

and Rother(2012) 

短期實質利率 

經濟成長率 

債務占 GDP 比率 

進出口總值占GDP比率 

長期實質利率 

Checherita-Westphal 

and Rother(2012) 

債務占 GDP 比率 

儲蓄率 

人口增長率 

利率 

人均 GDP 成長率 

Afonso and 

Jalles(2013) 

中央政府債務占 GDP比率 

政府預算盈餘/赤字佔

GDP 的比率 

長短期債務佔 GDP 比率 

人口增長率 

固定資本形成佔 GDP比率 

教育平均年數 

人均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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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解釋變數對國家債務之影響 

解釋變數 作者 對國家債務之影響 

通貨膨脹率 

Mehl and Reynaud (2009) 正 

Muhanji and Ojah (2011) 

正(非洲與東亞) 

不顯著(拉丁美洲) 

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 (2011) 

負(低資本管制) 

不顯著(高資本管制) 

Aizenman and Marion (2011) 負 

利率 
Muhanji and Ojah (2011) 正(非洲與東亞) 

Kalou and Paleologou(2011) 負 

匯率 

Muhanji and Ojah (2011) 

正(拉丁美洲) 

負(非洲) 

不顯著(東亞) 

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2011) 負 

Kalou and Paleologou (2011) 正 

Carrea and Vergara(2012) 正 

經常帳 
Kalou and Paleologou (2011) 負 

Piersanti(2000) 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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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經濟影響變數：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 

隨著交通、網路科技以及資訊媒體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個國家已打破疆界限

制，全球化時代已然來臨，不同國家間相互影響關係緊密連結，經濟的相互影響

已不可避免，因此，國際經濟變數對於債務影響的探討亦是至關重要。 

Adda (2000)在其《經濟全球化》一書中說明了國際經濟變項的重要影響性。

在其書中指出美國工業基礎在二戰後並無遭受破壞，而且擁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黃

金儲備，使美元在布雷敦森林體系下成為重要的國際性貨幣(何竟、周曉辛譯 

2000）。即使 1971 年布雷敦森林體系崩解，改採浮動匯率制，美元仍成為國際貿

易最重要的貨幣。Cote (1987)研究指出美元升值將使以美元計價之商品價格下滑，

但生產這些商品的開發中國家不會因此受害，反而對於貿易有正面影響。

Dewenter (1995)發現美元的貶值將使更多的外資併購進入美國，並且為美國標的

帶來較高的收購溢價。Kandil, and Mirzaie (2003)探討美元升值對於美國勞動市場

的影響，研究指出美元的升值將造成美國工業與運輸業的薪資緊縮，另一方面，

美元升值也將使美國產品失去競爭力，導致勞動需求減少，使就業增長趨緩。Fink, 

Oeberseder, and Rainer(2007)研究中分析美元貶值對於歐元區、保加利亞以及匈牙

利的影響，發現美元若是貶值 25%，則歐洲將難以維持一個穩定的歐元區。 

Akram (2009)針對商品價格（石油、食物、金屬與工業原料）、利率以及美

元三者影響關係進行探討，研究發現實質利率的減少，將使商品價格上升，其中

油價以及工業原料價格的變化更明顯；而美元的走弱，將使商品價格上升；利率

以及美元的震盪則會造成商品價格的波動。Nazlioglu and Soytas(2012)以 1980 年

1 月至 2010 年 2 月之月資料為分析數據，探討油價、國際農產品價格以及美元

之間的動態關係，研究發現在短期不僅國際油價與美元變化均會影響國際農產品

價格，國際農產品價格亦會影響國際油價與美元匯率；就長期因果關係而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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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油價與美元指數仍會影響國際農產品價格，但國際農產品價格與美元匯率並不

會影響國際油價。 

Nieh, and Lee(2002)以 7 大工業國為研究對象，運用 1993 年 10 月至 1996 年

2 月之日資料分析匯率與股價的關係，研究發現英國與加拿大貨幣的貶值對於股

價有鼓舞作用，德國貨幣的貶值則會造成股價的下滑。其中匯率也會因美元的升

貶值而有所變化，因此，從其研究結果推測，美元匯率的波動可能會造成其他國

家股價的變化。羅碧霞(2012）研究結果則是指出美元指數與匯率對台灣股價有

反向的影響，當美元指數以及匯率提高時，台灣股價則會有下跌情況，其中美元

指數更具有顯著領先關係。 

除了上述提及的美元因素之外，國際油價對於全球經濟亦具有重大的影響性，

油價的波動將會迅速影響全球經濟與國家財政(何竟、周曉辛譯，2000）。Amano 

(1998)發現美國實質匯率與實質油價之間具有共整合關係，因此，其研究認為在

布雷敦森林體系瓦解後，石油價格具有重要支配地位。此外，研究中也發現石油

價格對於匯率具有影響關係，但匯率對石油價格的影響關係並不存在。Barrell, 

and Pomerantz (2004)研究中發現石油價格若是處於長期的上漲情況，將使得實質

利率升高，進而導致經濟產出的減緩。Coudert, Mignon, and Penot (2005)以 197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1 月為研究期間，發現石油價格上升將得出美元升值的結果。

Chen and Chen (2007)以七大工業國為研究對象，運用 1972 年至 2005 年月資料，

檢驗實質油價與實質匯率之關係。研究中也發現實質油價是影響實質匯率變動的

重要因素，並且實質油價對於未來實質匯率的預測具有高度解釋力。Park, and 

Ratti(2008)探討美國與 13 個歐洲國家在 1986 年至 2005 期間石油價格衝擊對於

股票市場的影響，研究指出石油價格對於股市報酬有顯著影響，對於大多數的歐

洲國家，石油價格的波動導了股票報酬的下滑；也發現在美國以及 8 個歐洲國家

實質油價的上升進而影響了短期利率的提高。Basher, Haug, and Sadorsky (2012)

檢視新興國家中石油價格、匯率以及股市三者的動態關係。發現石油上漲短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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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股價下跌的影響，而股價上漲將造成石油價格的上升，原因為在已開發國

家石油需求上升減緩下，新興國家經濟的增長，使新興國家石油需求增加，導致

石油價格上升。另一方面，亦發現石油價格的震盪，在短期內將使貿易加權匯率

下滑。 

柏婉貞（2010）以亞洲新興國家為研究對象，探討實質油價是否可以解釋實

質利率的變化。研究中將國家區分為石油淨進口國與石油淨出口國，發現石油價

格上漲，將導致石油淨進口國的貿易條件惡化，進而使國家貨幣貶值；石油價格

的下跌，則會使石油淨出口國的獲利減少，亦造成國家貨幣貶值。Huang, Hwang, 

and Peng(2005) 以美國、加拿大以及日本三個國家為研究探討對象，運用 1970

年至 2002 年之月資料檢驗石油價格對於總體經濟變項之影響。研究指出若石油

價格低於門檻值，則石油價格的變化與波動性對於經濟的影響有限；石油價格若

是高於門檻值時，則石油價格變化對於總體經濟變項的解釋力高於石油價格的波

動性，而石油價格變化與波動性的解釋力則是高於實質利率。台灣國內對於油價

相關研究也發現國際油價對於國內經濟有所影響，謝伊凡(2010）研究指出若國

際油價上漲至過高價格(110 美元）時，將使經濟呈現衰退現象，物價與失業率都

將上升，而製造業的銷售值與生產毛額都會降低。周濟、何金巡、周麗芳與林建

甫(2010）發現在國際油價高於基準 10 美元，國內油價上漲 8 美元的情況下，政

府若施行自由管制政策將可使財政負擔最低，低於實行管制政策與補貼政策的負

擔。同時，指出政府面對油價上漲如果使用補貼政策，將可維持較高經濟增長，

高於管制政策與自由管制政策。 

綜合上述，發現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美元價格與國際油價已成為影響國家總

體經濟的重要指標，因此，本研究除了上一章節採用的解釋變數外，再另外增加

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兩項變數，探討二者對於國家債務的影響。故，本研究解釋

變項為美元指數、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加率）、利率、匯

率與經常帳占 GDP 比率，依變項為國家債務佔 GDP 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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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證分析模型 

本研究試圖探討國家債務的影響關係，考慮到經濟變項的影響性往往需要經

過一定時間才可顯現，因此，本研究運用 Sims(1980)所提出的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ve, 以下簡稱 VAR），檢驗落後項的解釋變數是否對於國家

債務有顯著影響關係。另外，考慮到在 VAR 模型中可能產生不同落後其呈現不

同影響方向的情況，因此，進一步運用衝擊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分析，試圖進一步探究在時間過程中的影響關係。以下針對本文所應用之模型公

式進行說明。 

第一節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假設有兩個動態變數𝑦𝑡與𝑥𝑡，變數之間不僅有同期的影響，亦受到自身落後

期與另一變數落後期的影響，將方程式表示如下： 

 

{
𝑦𝑡 = 𝜃10 − 𝜃12𝑥𝑡 + 𝛾11𝑦𝑡−1 + 𝛾12𝑥𝑡−1 + 𝑢𝑦𝑡

𝑥𝑡 = 𝜃20 − 𝜃21𝑦𝑡 + 𝛾21𝑦𝑡−1 + 𝛾22𝑥𝑡−1 + 𝑢𝑥𝑡
   (3.1.1) 

 

(3.1.1)式中落後期為 1 期，所以稱為一階 VAR 模型，其中𝑢𝑦𝑡與𝑢𝑥𝑡為不相關

的白噪音誤差項。以下進一步可運用矩陣表示可得到： 

 

[
1 𝜃12

𝜃21 1
] [

𝑦𝑡

𝑥𝑡
] = [

𝜃10

𝜃20
] + [

𝛾11 𝛾12

𝛾21 𝛾22
] [

𝑦𝑡−1

𝑥𝑡−1
] + [

𝑢𝑦𝑡

𝑢𝑥𝑡
]  (3.1.2) 

 

(3.1.2)式又可寫成： 

 

𝐀𝒛𝑡 = 𝝅0 + 𝝅1𝒛𝑡−1 + 𝒖𝑡     (3.1.3) 

 

其中𝐀 = [
1 𝜃12

𝜃21 1
] , 𝒛𝑡 = [

𝑦𝑡

𝑥𝑡
] , 𝝅0 = [

𝜃10

𝜃20
] , 𝝅1 = [

𝛾11 𝛾12

𝛾21 𝛾22
] , 𝒖𝑡 = [

𝑢𝑦𝑡

𝑢𝑥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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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3.1.3)式乘上反矩陣𝑨−1： 

 

  𝒛𝑡 = 𝜶 + 𝜷𝒛𝑡−1 + 𝒆𝑡                  (3.1.4) 

 

其中𝜶 = 𝑨−1𝝅0為2 × 1矩陣 , 𝜷 = 𝑨−1𝝅1為2 × 2矩陣 , 𝒆𝑡 = 𝑨−1𝒖𝑡為

2 × 1矩陣。(3.1.4)式又可表達成下列方程式： 

 

{
𝑦𝑡 = 𝛼11 + 𝛽11𝑦𝑡−1 + 𝛽12𝑥𝑡−1 + 𝑒1𝑡

𝑥𝑡 = 𝛼21 + 𝛽21𝑦𝑡−1 + 𝛽22𝑥𝑡−1 + 𝑒2𝑡
      (3.1.5) 

 

其中𝛼𝑖𝑗為𝛂矩陣中第 i 行第 j 列元素，𝛽𝑖𝑗為𝜷矩陣中第 i 行第 j 列元素，𝑒1𝑡與

𝑒2𝑡同樣符合白噪音過程。(3.1.1)式考慮到變數間同期與落後期的影響，稱為結構

式 VAR(structural VAR , SVAR)，而(3.1.5)式則考慮自身落後期與其他變數落後

期的影響，稱為縮減式 VAR(reduced form VAR)，本研究則是運用縮減式 VAR

進行分析。 

第二節 衝擊反應函數 

衝擊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主要檢視當 VAR 模型內某一變

數受到外在衝擊發生變化時，其他變數對此衝擊在當期與未來期數中所產生的動

態反應過程。透過衝擊反應函數可進一步得知變數對變數之間的影響程度大小；

影響關係為正向、負向或是反覆跳動性；影響效果為長期或是短期。其模型說明

如下： 

 

𝑌𝑡 = 𝜇 + ∑ 𝛿𝑖휀𝑡−𝑖 ,
∞
𝑖=0   𝑖 = 1,2 … , ∞                （3.2.1） 

 

(3.2.1)式中𝛿𝑖表示衝擊反應項，其中휀𝑡−𝑖為𝑡 − 𝑖期的未預期衝擊。若進一步檢

視落後一期變數對當期變數的影響，可表示： 

𝜕𝑌𝑡

𝜕𝜀𝑡−1
= 𝛿𝑎,𝑏,𝑐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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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𝑎, 𝑏表示第𝑎行、第𝑏列的係數因子，隨時間變化而構成的連續函數，就

稱為衝擊反應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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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資料來源與基本統計量 

第一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於第一章中已提及，台灣、韓國與中國在 199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

初期後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成長的情況，而日本從 1995 年至 2014 年國家債務比

率則是每年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國家債務比率為四國中最高，在 2000 年後日

本國家債務比率已超過 150%。因此，本研究將樣本期間選定為 2000 年至 2014

年，以季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國家債務比率大幅增長後的影響關係，亦是後亞洲

金融風暴時期國家債務的影響性分析。本研究在時間上以短期(1 年以內)進行分

析，因此，本研究選擇的落後期為 1 至 4 期(3 個月至 1 年)。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中的發現，以國家債務占 GDP 之比率為

依變數；美元指數、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為自變項。資料主要來自於各國央行、各國政府單位以及台灣經濟新報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各變數之說明本研究彙整於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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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數定義與說明 

變數分類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資料來源 

依變數 國家債務占名

目/實質 GDP

比率 

國家債務為當季增加14

之國家發行債券未償還

餘額 

 

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日本銀行 

(Time-Series Data Search) 

Bank of Korea(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中國債券信息網 

國內生產

毛額 

名目 GDP 名目GDP為調整後之名

目國內生產毛額 (日本

與中國以 5 季移動平均

調整)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日本內閣府 

韓國銀行 (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中國統計局 

 實質 GDP 實質GDP為調整後之實

質國內生產毛額(日本

與中國以 5 季移動平均

調整)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日本內閣府 

韓國銀行 (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中國統計局 

控制變數 美元指數 以加權幾何方式計算15
 

(季平均) 

台灣經濟新報(TEJ) 

 國際油價 杜拜輕油16
(季平均價) 台灣經濟新報(TEJ) 

自變數 通貨膨脹率 以物價指數做計算 中華統計資訊網 

日本統計局 

中國統計局 

韓國銀行(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央行利率 台灣為重貼現率

(Rediscount) 

日本為無擔保隔夜拆款

利率(Target UC O/N) 

韓國為隔夜目標利率

(Base Rate) 

中國為一年期人民幣貸

款利率(1Yr Lending) 

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日本銀行 

韓國銀行(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中國人民銀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4
當季累積債務餘額減上季累積債務餘額 

15
涵蓋歐元(57.6%)、日圓(13.6%)、英鎊(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與瑞士法郎(3.6%)。 

16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石油進口主要來自於中東國家，故以杜拜輕油價格作為國際油價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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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變數分類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資料來源 

自變數 匯率 採用名目匯率 

1 美元兌換自身國家貨

幣之價格 

 

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日本銀行 

(Time-Series Data 

Search) 

韓國銀行(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中國人民銀行 

 經常帳占 GDP

比率 

經常帳餘額占調整後名

目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 

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日本銀行 

(Time-Series Data 

Search) 

韓國銀行(Economic 

Statistics System)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基本統計量 

本研究將變數之基本統計量整理於表5，除美元指數、國際油價以及匯率外，

其餘變數均單位以百分比表示。美元指數部分，平均數為 88.78，標準差為 12.9676，

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119.36 與 72.62。國際油價平均為 64.14 美元，標準差為

33.04，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116.45 與 18.48。若從趨勢圖觀察(圖 6)，美元指

數 2000 年至 2002 年呈現上升趨勢，大約從 105 上升至接近 120，之後開始呈現

下滑，2008 年下滑至 75 左右，2008 年至 2014 年大致在 75 到 90 之間波動。國

際油價的部分則是在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間一路呈現上升趨勢，2008 年最高接

近 120 美元的水準，之後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急速下滑至 40 美左右，之後又再度

呈現上升趨勢，2011 年至 2013 年維持在 100 美元以上，2014 年後又開始呈現下

滑，降至 75 美元左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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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債務比率的部分，日本平均國家債務比率最高，平均每季國家債務比

率約為 7.4%，標準差亦最高。韓國與中國平均每季國家債務比率在 4%至 5%之

間，而台灣最小，大約在 2.2%至 2.5%左右。在通貨膨脹率的部分，韓國與中國

的平均數相對較高，分別為 0.69%與 0.63%，台灣則是 0.26%，日本平均通貨膨

脹率最低為 0.00%，其中從趨勢圖(圖 9)觀察，亦可發現日本相較於其他國家有

明顯較長時間的通膨緊縮。 

在央行利率的部分，中國平均央行利率最高為 5.89%，韓國與台灣分別為

3.59%與 2.25%，日本最低為 0.12%。其差異原因推論與各國近十五年的經濟增

長有關，中國與韓國經濟增長表現較佳，央行利率可維持在較高水準，台灣與日

本經濟增長表現較為疲弱，因此央行較傾向低率政策刺激經濟表現，尤其是日本

幾乎採取零利率政策。進一步從趨勢圖(圖 10)觀察，四個國家央行利率大致呈

現相似的走勢，2000 年至 2005 年大致呈現降息趨勢，2005 年後央行利率則呈現

上升趨勢，2008 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呈現明顯的降息，其中台灣、韓國以及中

國在 2010 年後呈現緩步升息，之後央行利率呈現較為穩定的狀態直至 2014 年；

而日本部分，2008 年大幅降息後，央行利率至 2014 年都沒有再變動。 

在匯率方面，台灣十五年期間平均新台幣對 1 美元匯率價格為 32.03，日圓

為 104.71，韓國與中國則是分別為 1122.39 與 7.38。若從趨勢圖(圖 11)觀察，台

灣在 2008 年後，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呈現明顯貶值趨勢，2009 年後匯率則是呈

現大幅升值，2011 年升破 30 元，之後回到在 30 元附近直至 2014 年。韓國方面，

趣事與台灣相似，2008 年後有大幅度明顯貶值，2010 年又升回 1100 元附近，2011

年至 2014 大致穩定維持在 1000 元至 1100 元附近。日本方面，在 2008 年後並沒

有大幅貶值的趨勢，反而是呈現升值態勢，2008 年大約在 120 元附近，至 2012

年已升值至 80 元左右，之後受到安倍經濟學政策影響，日圓再度呈現貶值，至

2014 年日圓大約貶值至 110 元附近。中國的部分，可明顯看出在 2005 年之前中

國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2005 年後中國匯率則是一路呈現升值趨勢，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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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約維持在 6 元人民幣兌一美元的價位。 

在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台灣平均數最高為 7.86%，其次為中國的

4.09%，日本與韓國則是分別為 2.73%與 2.46%。進一步從趨勢圖(圖 12)觀察，

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 2000 年至 2004 年間呈現增加的趨勢，從 1%附近提高至

10%左右，2004 年後至 2005 年呈現來回的跳動，先是明顯下滑至 1%又回升至

10%，2006 年至 2007 年大致在 5%與 10%之間擺盪，2008 年受金融海嘯衝擊最

低降至 2%左右，2009 年又快速提升至 14%附近，2010 年至 2012 年大約在 7%

至 10%之間，2012 年後逐漸上升，至 2014 年大約在 14%附近。日本的部分，經

常帳占 GDP 比率 2000 年至 2007 年呈現逐步上升趨勢，從 2%上升至 5%左右，

2008 年金融海嘯衝擊，下滑至 2%附近，2010 年回到 4%的水準，之後呈現下滑

態勢，2013 年甚至出現經常帳赤字，2014 則是上升至 1.5%左右。在韓國的部分，

2008 年與台灣相同出現較為明顯的下滑，且有經常帳赤字的出現，2009 年快速

提升至 6%附近，之後降至 2%至 4%之間，2011 年又再出現經常帳赤字，之後呈

現明顯上升，2012 年至 2014 年大致維持在 6%左右。至於中國的部分，2000 年

至 2008 年呈現逐步上升態勢，從 1%提高到 10%附近，2008 年後開始呈現下滑

趨勢，2014 年已降至 0%至 3%之間。 

進一步進行相關性分析，在台灣的部分(表 6)，可發現美元指數、央行利率

以及匯率與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正相關；另外，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以及經

常帳占 GDP 比率與台灣國家債務比率有負相關。其中美元指數、國際油價以及

匯率與台灣國家債務比率達顯著性相關。 

在日本的部分(表 7)，美元指數、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與日本國家債

務比率呈現正相關；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以及央行利率與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

現負相關。其中美元指數、國際油價以及央行利率與日本國家債務比率達顯著性

相關。 

在韓國的部分(表 8)，美元指數、通貨膨脹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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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相關；國際油價以及央行利率與韓國國家債務比率

之間存在負相關。其中美元指數、國際油價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與韓國國家

債務比率達顯著性相關。 

最後，在中國的部分(表 9)，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與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相關；美元指數以及國際油價則是與中國國家債

務比率呈現正相關。其中國際油價、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與中國國家債

務比率達顯著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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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數之敘述統計表 

資料來源：依數據來源自行計算 

  

國家 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 

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美元指數 88.78 12.97 72.62 119.36 －－ －－ －－ －－ －－ －－ －－ －－ －－ －－ －－ －－ 

國際油價 64.14 33.04 18.48 116.45 －－ －－ －－ －－ －－ －－ －－ －－ －－ －－ －－ －－ 

國家債務比率(名目) 2.25 1.62 -1.09 6.27 7.44 8.01 -19.83 26.39 4.52 5.30 -7.94 26.59 5.13 4.27 -4.64 15.25 

國家債務比率(實質) 2.42 1.76 -1.13 7.03 7.41 8.08 -20.48 26.72 4.07 4.70 -7.72 20.73 4.28 3.48 -4.33 12.83 

通貨膨脹率 0.26 0.92 -2.91 2.39 0.00 0.52 -1.24 2.51 0.69 0.57 -0.42 2.08 0.63 1.13 -1.75 3.63 

央行利率 2.25 0.96 1.25 4.75 0.12 0.15 0.00 0.50 3.59 1.01 2.00 5.24 5.89 0.58 5.31 7.47 

匯率 32.03 1.75 28.90 35.04 104.71 14.40 77.39 132.46 1122.39 115.43 921.23 1416.07 7.38 0.86 6.12 8.28 

經常帳 7.86 3.15 1.07 14.26 2.73 1.40 -1.18 5.41 2.46 2.41 -2.45 6.96 4.09 3.20 -0.27 12.07 

觀測值個數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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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台灣變數相關係數表 

註：1.*p<0.10 **p<0.05 ***p<0.01。2.台灣債務 N 為台灣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台灣債務 R 為台灣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

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資料來源：依數據來源自行計算 

  

變數 台灣債務 N 台灣債務 R 美元指數 國際油價 通貨膨脹率 央行利率 匯率 經常帳 

台灣債務 N 1        

台灣債務 R 0.9971*** 1       

美元指數 0.3544*** 0.4043*** 1      

國際油價 -0.3065** -0.3577*** -0.7965*** 1     

通貨膨脹率 -0.1530 -0.1655 -0.2038 0.2229* 1    

央行利率 0.0002 0.0266 0.4312*** -0.2044 0.0790 1   

匯率 0.2395* 0.2823** 0.556*** -0.8217*** -0.1620 -0.0542 1  

經常帳 -0.0457 -0.0696 -0.3058** 0.3754*** -0.2860** -0.5312*** -0.08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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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本變數相關係數表 

註：1.*p<0.10 **p<0.05 ***p<0.01。2.日本債務 N 為日本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日本債務 R 為日本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

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資料來源：依數據來源自行計算 

  

變數 日本債務 N 日本債務 R 美元指數 國際油價 通貨膨脹率 央行利率 匯率 經常帳 

日本債務 N 1        

日本債務 R 0.9979*** 1       

美元指數 0.2503* 0.2954** 1      

國際油價 -0.2799** -0.3228** -0.7965*** 1     

通貨膨脹率 -0.1203 -0.1393 -0.2633** 0.3874*** 1    

央行利率 -0.3669*** -0.3717*** -0.4025*** 0.3898*** 0.1981 1   

匯率 0.0285 0.0715 0.6408*** -0.6998*** 0.0212 -0.0063 1  

經常帳 0.0155 0.0303 -0.0223 -0.3652*** -0.1828 0.2755** 0.357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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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韓國變數相關係數表 

註：1.*p<0.10 **p<0.05 ***p<0.01。2..韓國債務 N 為.韓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韓國債務 R 為.韓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

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資料來源：依數據來源自行計算 

  

變數 韓國債務 N 韓國債務 R 美元指數 國際油價 通貨膨脹率 央行利率 匯率 經常帳 

韓國債務 N 1        

韓國債務 R 0.9913*** 1       

美元指數 0.2348* 0.1731 1      

國際油價 -0.3700*** -0.3109** -0.7965*** 1     

通貨膨脹率 0.1123 0.1003 0.027 -0.0444 1    

央行利率 -0.0479 -0.1272 0.4903*** -0.4474*** 0.2813** 1   

匯率 0.1379 0.1259 0.5062*** -0.421*** 0.0028 -0.1397 1  

經常帳 0.1762 0.2303* -0.2451* 0.2734** -0.3919*** -0.5904*** 0.16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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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國變數相關係數表 

註：1.*p<0.10 **p<0.05 ***p<0.01。2.中國債務 N 為中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中國債務 R 為中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

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資料來源：依數據來源自行計算 

  

變數 中國債務 N 中國債務 R 美元指數 國際油價 通貨膨脹率 央行利率 匯率 經常帳 

中國債務 N 1        

中國債務 R 0.9778*** 1       

美元指數 -0.0129 -0.1433 1      

國際油價 -0.2449* -0.0861 -0.7965*** 1     

通貨膨脹率 0.0617 0.0965 -0.3155** 0.1916 1    

央行利率 0.028 0.1263 -0.3844*** 0.5756*** 0.2041 1   

匯率 0.421*** 0.2622** 0.6894*** -0.9037*** -0.0826 -0.3639*** 1  

經常帳 0.4189*** 0.4668*** -0.3874*** 0.0925 0.2106 0.4213*** 0.07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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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7 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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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8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每季增加債務佔當季名目 GDP 比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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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9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每季增加債務佔當季實質 GDP 比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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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10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每季平均通貨膨脹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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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11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每季央行平均利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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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12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匯率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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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數據來源自行整理 

圖 13 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經常帳占名目 GDP 比率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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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VAR 模型分析結果 

在 VAR 分析中，本研究將分成四個模型進行探討。由於在文獻探討中發現

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彼此間具有相互影響關係(Akram, 2009 ; Amano, 1998)，另

外，從第四章的相關係數表中亦可發現二者相關係數為-0.7965，呈現高度相關性，

因此，本研究將兩變數區分成兩種模型進行探討。另一方面，本研究將依變數部

分分為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GDP之比率以及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GDP之比

率兩項，目的為進行穩健性分析，進一步檢視各變數對兩者之影響是否具有一致

性。故，本研究共分成四個模型探討美元指數、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央行利

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GDP比率對國家債務的影響。本研究VAR模型如下所示： 

 

模型一     𝒁1,𝑡 = 𝛂1 + ∑ 𝜷1,𝑖
4
𝑖=1 𝒁1,𝑡−𝑖 + 𝜺1𝑡            （5.1.1） 

           (6×1) (6×1)    (6×6) (6×1)  (6×1) 

 

模型二     𝒁2,𝑡 = 𝛂2 + ∑ 𝜷2,𝑖
4
𝑖=1 𝒁2,𝑡−𝑖 + 𝜺2𝑡           （5.1.2） 

           (6×1) (6×1)    (6×6) (6×1)  (6×1) 

 

模型三      𝒁3,𝑡 = 𝛂3 + ∑ 𝜷3,𝑖
4
𝑖=1 𝒁3,𝑡−𝑖 + 𝜺3𝑡               （5.1.3） 

           (6×1) (6×1)    (6×6) (6×1)  (6×1) 

 

模型四      𝒁4,𝑡 = 𝛂4 + ∑ 𝜷4,𝑖
4
𝑖=1 𝒁4,𝑡−𝑖 + 𝜺4𝑡       （5.1.4） 

            (6×1) (6×1)    (6×6) (6×1)  (6×1) 

其中𝒁1,𝑡為(6×1)矩陣，包含「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之比率」、「美元

指數」、「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6 項變數；𝒁2,𝑡為(6×1)矩陣，包含「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之比率」、

「美元指數」、「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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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比率」6 項變數；𝒁3,𝑡為(6×1)矩陣，包含「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之

比率」、「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調整

後名目 GDP 比率」6 項變數；𝒁4,𝑡為(6×1)矩陣，包含「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之比率」、「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

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6 項變數。𝛂1、𝛂2、𝛂3與𝛂4均為(6×1)矩陣分別表示模

型一、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四之截距項向量。𝜷1,𝑖、𝜷2,𝑖、𝜷3,𝑖以及𝜷4,𝑖均為(6×

6)矩陣，分別代表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四之係數矩陣。𝜺1𝑡、𝜺2𝑡、𝜺3𝑡與𝜺4𝑡

同為(6×1)矩陣，分別表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四之殘差向量。另外，

當中的 i 為時間落差項，本研究設定落後期為 1 到 4 期(3 個月至 1 年)。 

壹、台灣 VAR 模型分析結果 

下表 5 為各變數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之 VAR 模型分析結果，模型一 T 結果

顯示美元指數、台灣通貨膨脹率、台灣匯率與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台灣國

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係。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影響關

係，前 1 期的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 

模型二 T 之結果與模型一 T 相似，結果顯示美元指數、台灣通貨膨脹率、台

灣匯率與台灣經常帳占 GDP 之比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係存在。

台灣央行利率部分，前 1 期的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關係。 

模型三 T 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通貨膨脹率、台灣匯率與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係；國際油價與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

債務比率則具有顯著影響關係。在國際油價部分，前 4 期的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

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在台灣央行利率部分，前 1 期的央行利率對

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但前 3 期的央行利率則對台灣國家

債務比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模型四 T 之結果與模型三 T 相似，其結果顯示台灣通貨膨脹率、台灣匯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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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常帳占 GDP 之比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係存在。國際油價

的部分，前 4 期的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台灣

央行利率的部分，前 1 期的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

響關係；前 3 期的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整體而言，台灣 VAR 模型結果顯示，美元指數、台灣通貨膨脹率、台灣匯

率以及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的影響關係存在。國

際油價以及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則具有顯著影響關係。國際油價對

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表示當國際油價下跌，將可能造成

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的提高，反之亦然。在台灣央行利率方面，對於台灣國家債務

比率具有顯著的影響關係，但卻在模型三 T 與模型四 T 中呈現影響方向不一致的

情況。 

 

 



47 
 

表 10 台灣 VAR 模型之結果 

 模型一 T 模型二 T  模型三 T 模型四 T 

 台灣債務 N 台灣債務 R  台灣債務 N 台灣債務 R 

美元指數 t-1 0.000205 0.000306 國際油價 t-1 0.000190 0.000181 

 (0.34) (0.49)  (0.95) (0.86) 

美元指數 t-2 0.000757 0.000689 國際油價 t-2 0.000188 0.000179 

 (0.97) (0.84)  (0.77) (0.70) 

美元指數 t-3 -0.000529 -0.000459 國際油價 t-3 -0.000295 -0.000292 

 (-0.64) (-0.53)  (-1.05) (-0.98) 

美元指數 t-4 0.000483 0.000588 國際油價 t-4 -0.000469** -0.000528** 

 (0.78) (0.90)  (-2.11) (-2.24) 

通貨膨脹率 t-1 0.133 0.188 通貨膨脹率 t-1 0.0436 0.0776 

 (0.65) (0.89)  (0.23) (0.39) 

通貨膨脹率 t-2 0.212 0.247 通貨膨脹率 t-2 0.000299 0.0144 

 (1.06) (1.17)  (0.00) (0.07) 

通貨膨脹率 t-3 0.208 0.253 通貨膨脹率 t-3 0.107 0.124 

 (1.06) (1.23)  (0.58) (0.64) 

通貨膨脹率 t-4 0.0624 0.0976 通貨膨脹率 t-4 0.129 0.150 

 (0.33) (0.49)  (0.71) (0.79) 

央行利率 t-1 -0.0184** -0.0198** 央行利率 t-1 -0.0253** -0.0260** 

 (-2.10) (-2.15)  (-2.54) (-2.47) 

央行利率 t-2 0.00848 0.00862 央行利率 t-2 0.00364 0.00258 

 (0.62) (0.60)  (0.21) (0.14) 

央行利率 t-3 0.00925 0.0101 央行利率 t-3 0.0293* 0.0319** 

 (0.68) (0.71)  (1.92) (1.98) 

央行利率 t-4 -0.00355 -0.00372 央行利率 t-4 -0.00988 -0.0103 

 (-0.48) (-0.48)  (-1.30) (-1.28) 

匯率 t-1 -0.00236 -0.00208 匯率 t-1 -0.000486 -0.000352 

 (-0.81) (-0.68)  (-0.16) (-0.11) 

匯率 t-2 -0.00552 -0.00548 匯率 t-2 -0.00476 -0.00521 

 (-1.34) (-1.27)  (-1.35) (-1.40) 

匯率 t-3 0.00658 0.00630 匯率 t-3 0.00328 0.00330 

 (1.64) (1.50)  (0.94) (0.90) 

匯率 t-4 -0.000313 -0.000236 匯率 t-4 -0.00292 -0.00333 

 (-0.10) (-0.07)  (-1.14) (-1.24) 

經常帳 t-1 0.0226 0.0153 經常帳 t-1 0.111 0.120 

 (0.29) (0.19)  (1.43) (1.46) 

經常帳 t-2 -0.0149 -0.0106 經常帳 t-2 0.0116 0.0212 

 (-0.18) (-0.12)  (0.15) (0.25) 

經常帳 t-3 -0.0673 -0.0688 經常帳 t-3 -0.0440 -0.0392 

 (-0.86) (-0.84)  (-0.57) (-0.48) 

經常帳 t-4 -0.0337 -0.0401 經常帳 t-4 -0.0193 -0.0179 

 (-0.40) (-0.46)  (-0.25) (-0.22) 

截距項 0.0164 -0.0000175 截距項 0.200** 0.225** 

 (0.36) (-0.00)  (2.60) (2.78) 

R
2 

0.7289 0.7479 R
2 

0.7520 0.7672 

觀測值個數 56 56 觀測值個數 56 56 

註：1.括號中數值為 t 值，*p<0.10 **p<0.05 ***p<0.01。2.台灣債務 N 為台灣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台灣債務 R 為台灣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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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 VAR 模型分析結果 

下表 6 為各變數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之 VAR 模型分析結果，模型一 J 的結

果顯示所有模型中之變數均對於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影響。在美元指數的

部分，前 2 期的美元指數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在日本通貨

膨脹率的部分，結果顯示前 4 的日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

向影響。在日本央行利率的部分，日本央行利率前 1 期對於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

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在日本匯率的部分，前 1 期與前 3 期的日本匯率對於日本國

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前 2 期的日本匯率則對於日本國家債務比

率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日本經常帳的影響方面，前 2 期的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負向影響關係；前 3 期的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模型二 J 之結果與模型一 J 具有一致性，模型中之變數均對於日本國家債務

比率具有顯著影響，各個變數在不同落後期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之影響方向均與

模型一 J 相同。  

模型三 J 的結果顯示，日本央行利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係，

不同於模型一 J 與模型二 J 中日本央行利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影響的

結果；國際油價、日本通貨膨脹率、日本匯率與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則對日

本國家債務比率均呈現顯著的相關性。在國際油價的部分，前 1 期與前 3 期的國

際油價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在日本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前 1

期的日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前 4 期的日本通

貨膨脹率則對日本債務有顯著負向影響關係。日本匯率方面，前 1 期與前 3 期的

日本匯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前 2 期與前 4 期的日本匯率則對

日本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日本經常帳的影響方面，前 3 期的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 

模型四 J 之結果與模型三 J 相似，除日本央行利率外，其餘變數均對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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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關係。在國際油價的部分，前 1 期與前 3 期的國際油價

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在日本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前 1 期的日

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不過，前 4 期的通貨膨

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之影響不顯著，與模型模型三 J 的結果不同。在日本匯

率的部分，前 1 期與前 3 期的日本匯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前

2 期與前 4 期的日本匯率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日本經常

帳的影響方面，前 3 期的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

的正向影響。 

整體而言，日本的 VAR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美元指數、國際油價、日本通

貨膨脹率、日本匯率以及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

影響關係。日本央行利率則是在模型一 J 與模型二 J 中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影響

顯著，在模型三 J 與模型四 J 當中影響不顯著。美元指數的部分顯示，美元指數

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正向關係，表示美元升值將造成日本國家債務比率

的提高，反之亦然。國際油價的部分顯示，國際油價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

著負向關係，表示國際油價的上漲與下跌將分別造成日本國家債務比率的降低和

提高。日本通貨膨脹率、日本匯率以及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方面，三者對國

家日本債務比率有顯著關係，但在影響方向方面呈現不一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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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日本 VAR 模型之結果 

註：1.括號中數值為 t 值，*p<0.10 **p<0.05 ***p<0.01。 2.日本債務 N 為日本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日本債務 R 為日本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模型一 J 模型二 J  模型三 J 模型四 J 

 日本債務 N 日本債務 R  日本債務 N 日本債務 R 

美元指數 t-1 -0.00233 -0.00219 國際油價 t-1 -0.00208* -0.00224** 

 (-0.65) (-0.60)  (-1.92) (-2.07) 

美元指數 t-2 0.00957* 0.00986* 國際油價 t-2 0.00173 0.00182 

 (1.75) (1.78)  (1.00) (1.05) 

美元指數 t-3 -0.00602 -0.00631 國際油價 t-3 -0.00286* -0.00296* 

 (-1.08) (-1.12)  (-1.71) (-1.75) 

美元指數 t-4 0.000178 0.000363 國際油價 t-4 0.000336 0.000298 

 (0.05) (0.10)  (0.30) (0.26) 

通貨膨脹率 t-1 2.624 2.655 通貨膨脹率 t-1 4.415** 4.494** 

 (1.30) (1.30)  (2.06) (2.08) 

通貨膨脹率 t-2 0.112 0.397 通貨膨脹率 t-2 -0.0835 0.133 

 (0.05) (0.17)  (-0.04) (0.06) 

通貨膨脹率 t-3 -1.281 -1.168 通貨膨脹率 t-3 4.289 4.431 

 (-0.34) (-0.31)  (1.39) (1.43) 

通貨膨脹率 t-4 -9.028*** -8.894*** 通貨膨脹率 t-4 -4.973* -4.782 

 (-2.92) (-2.84)  (-1.70) (-1.62) 

央行利率 t-1 -0.308* -0.298* 央行利率 t-1 -0.169 -0.153 

 (-1.79) (-1.71)  (-0.97) (-0.88) 

央行利率 t-2 0.200 0.206 央行利率 t-2 0.0654 0.0651 

 (0.78) (0.79)  (0.26) (0.26) 

央行利率 t-3 -0.135 -0.156 央行利率 t-3 0.0155 0.00717 

 (-0.53) (-0.61)  (0.07) (0.03) 

央行利率 t-4 0.0777 0.0967 央行利率 t-4 0.0985 0.113 

 (0.46) (0.56)  (0.69) (0.79) 

匯率 t-1 0.00557** 0.00570** 匯率 t-1 0.00520** 0.00550** 

 (2.02) (2.05)  (2.40) (2.53) 

匯率 t-2 -0.0159*** -0.0162*** 匯率 t-2 -0.0145*** -0.0150*** 

 (-3.87) (-3.91)  (-4.22) (-4.33) 

匯率 t-3 0.0137*** 0.0143*** 匯率 t-3 0.0116*** 0.0122*** 

 (2.94) (3.03)  (3.25) (3.39) 

匯率 t-4 -0.00407 -0.00448 匯率 t-4 -0.00695*** -0.00740*** 

 (-1.28) (-1.39)  (-2.90) (-3.07) 

經常帳 t-1 1.331 1.496 經常帳 t-1 0.558 0.569 

 (0.97) (1.08)  (0.47) (0.48) 

經常帳 t-2 -3.260** -3.268** 經常帳 t-2 -2.340 -2.339 

 (-2.12) (-2.10)  (-1.60) (-1.60) 

經常帳 t-3 3.370** 3.155** 經常帳 t-3 4.010*** 3.856*** 

 (2.51) (2.32)  (3.01) (2.89) 

經常帳 t-4 0.105 0.290 經常帳 t-4 -1.843 -1.788 

 (0.07) (0.18)  (-1.12) (-1.08) 

截距項 0.00382 -0.0352 截距項 0.755*** 0.770*** 

 (0.06) (-0.50)  (3.73) (3.80) 

R
2 

0.5511 0.5473 R
2 

0.6296 0.6331 

觀測值個數 56 56 觀測值個數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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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韓國 VAR 模型分析結果 

下表 7 為各變數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之 VAR 模型分析結果，模型一 K 的結

果顯示韓國央行利率與韓國匯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係，而美元指

數、韓國通貨膨脹率與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影

響關係。在美元指數的部分，前 4 期的美元指數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正

向影響關係。在韓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前 4 期韓國通貨膨脹率對韓國國家債務

比率呈現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在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結果則是顯示

前 1 期的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 

模型二 K 的結果與模型一 K 稍有差異，除韓國央行利率與韓國匯率外，韓國

通貨膨脹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亦無顯著影響。而美元指數與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影響關係。在美元指數的部分，前 4

期的美元指數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在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前 1 期的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

正向影響關係。 

模型三 K 的結果顯示，除了韓國匯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未達顯著外，其餘

變數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關係。在國際油價的部分，前 1 期的國際

油價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影響關係。在韓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前 4

期的韓國通貨膨脹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在韓國央行利率

的部分，前 3 期的韓國央行利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向影響關係；前 4

期的韓國央行利率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負向影響關係。在韓國在韓國經常

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前 1 期的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

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模型四 K 之結果則與模型三 K 具有一致性，除了韓國匯率外，其餘變數均對

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關係，且影響方向與模型三 K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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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韓國 VAR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韓國匯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並

無顯著影響，而美元指數、國際油價以及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

務比率有顯著影響關係。美元指數的部分顯示，美元指數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

現顯著正向影響關係，表示美元的升值將會造成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的提高，反之

亦然。在國際油價的部分顯示，國際油價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影響關

係，亦即國際油價的上漲與下跌，將會分別造成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的降低和提高。

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顯示，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

率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上升將會造成韓國國家債務

比率提高，反之亦然。 

至於韓國通貨膨脹率方面，模型一 K、模型三 K 與模型四 K 的結果均顯示韓

國通貨膨脹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雖然模型二 K 當中未達顯著

性，但卻很接近顯著水準，因此，大致上能夠判定韓國通貨膨脹率對韓國國家債

務比率有正向的影響，亦即韓國發生通貨膨脹將會使韓國國家債務比率上升，若

發生通膨緊縮則將會使韓國國家債務比率降低。在韓國央行利率的部分，韓國央

行利率在模型一 K 與模型二 K 中未達顯著，在模型三 K 與模型四 K 中則顯示對韓

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關係，但影響方向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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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韓國 VAR 模型之結果 

 模型一 K 模型二 K  模型三 K 模型四 K 

依變數 韓國債務 N 韓國債務 R  韓國債務 N 韓國債務 R 

美元指數 t-1 -0.00154 -0.00132 國際油價 t-1 -0.00191** -0.00196** 

 (-0.82) (-0.75)  (-2.23) (-2.37) 

美元指數 t-2 -0.00120 -0.00131 國際油價 t-2 0.00169 0.00163 

 (-0.47) (-0.55)  (1.36) (1.37) 

美元指數 t-3 0.0000991 0.000296 國際油價 t-3 0.000494 0.000537 

 (0.04) (0.12)  (0.30) (0.35) 

美元指數 t-4 0.00399** 0.00363** 國際油價 t-4 -0.00142 -0.00118 

 (2.04) (1.98)  (-1.19) (-1.03) 

通貨膨脹率 t-1 -1.489 -1.170 通貨膨脹率 t-1 0.0598 0.406 

 (-1.11) (-0.92)  (0.05) (0.37) 

通貨膨脹率 t-2 -0.112 -0.0631 通貨膨脹率 t-2 0.294 0.374 

 (-0.08) (-0.05)  (0.22) (0.29) 

通貨膨脹率 t-3 0.944 0.672 通貨膨脹率 t-3 0.725 0.615 

 (0.66) (0.50)  (0.50) (0.44) 

通貨膨脹率 t-4 2.606** 2.049 通貨膨脹率 t-4 2.622** 2.149** 

 (1.97) (1.64)  (2.30) (1.96) 

央行利率 t-1 -0.0184 -0.0194 央行利率 t-1 -0.0102 -0.0103 

 (-0.62) (-0.68)  (-0.26) (-0.27) 

央行利率 t-2 -0.00824 -0.0104 央行利率 t-2 -0.0278 -0.0313 

 (-0.19) (-0.25)  (-0.50) (-0.59) 

央行利率 t-3 0.0327 0.0380 央行利率 t-3 0.0746* 0.0759* 

 (0.73) (0.89)  (1.66) (1.76) 

央行利率 t-4 -0.0253 -0.0271 央行利率 t-4 -0.0460** -0.0439** 

 (-1.01) (-1.12)  (-2.06) (-2.02) 

匯率 t-1 0.0000519 0.0000723 匯率 t-1 -0.000227 -0.000218 

 (0.30) (0.44)  (-1.62) (-1.62) 

匯率 t-2 0.0000394 0.00000575 匯率 t-2 0.000166 0.000131 

 (0.19) (0.03)  (0.85) (0.71) 

匯率 t-3 -0.0000782 -0.0000514 匯率 t-3 0.0000518 0.0000630 

 (-0.41) (-0.28)  (0.25) (0.32) 

匯率 t-4 -0.000127 -0.000137 匯率 t-4 -0.0000916 -0.0000768 

 (-0.95) (-1.08)  (-0.58) (-0.51) 

經常帳 t-1 0.853** 0.819** 經常帳 t-1 0.726** 0.656* 

 (2.14) (2.17)  (1.98) (1.86) 

經常帳 t-2 -0.374 -0.278 經常帳 t-2 0.309 0.337 

 (-0.95) (-0.75)  (0.73) (0.83) 

經常帳 t-3 0.186 0.116 經常帳 t-3 0.430 0.361 

 (0.46) (0.30)  (1.05) (0.91) 

經常帳 t-4 -0.0618 -0.0403 經常帳 t-4 0.0394 0.0651 

 (-0.19) (-0.13)  (0.11) (0.19) 

截距項 0.0612 0.0627 截距項 0.208* 0.197* 

 (0.60) (0.65)  (1.84) (1.75) 

R
2 

0.5889 0.5825 R
2 

0.6395 0.6256 

觀測值個數 56 56 觀測值個數 56 56 

註：1.括號中數值為 t 值，*p<0.10 **p<0.05 ***p<0.01。 2.韓國債務 N 為韓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韓國債務 R 為韓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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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 VAR 模型分析結果 

下表為各變數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之 VAR 模型分析結果，模型一 C 的結果

顯示所有模型中之變數均對於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影響。在美元指數的部

分，前 1 期美元指數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前 2 期的美元指數則

與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關係。在中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前 1 期、前 3

期與前 4 期的通貨膨脹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關係。 

在中國央行利率的部分，前 1 期的中國央行利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

著正向關係；前 2 期的中國央行利率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中

國匯率方面，前 3 期的中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前 4 期的

中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則是呈現顯著負向關係。在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

率的部分，前 3 期的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關

係。 

模型二 C 之結果與模型一 C 有些許不同，美元指數、中國通貨膨脹率、中國

央行利率以及中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有顯著影響關係，但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在美元指數的部分，前 1 期與前 3 期的美

元指數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負向影響關係。在中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

前 1 期、前 3 期與前 4 期的通貨膨脹率對中國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影響關係。在

中國央行利率的部分，前 1 期的中國央行利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正向

影響關係；前 2 期的中國央行利率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中國匯率方面，前 1 期與前 3 期的中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

關係；前 2 期與前 4 期的中國匯率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影響關係。 

模型三 C 之結果顯示，國際油價、中國央行利率、中國匯率以及中國經常帳

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中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與模型一

C 以及模型二 C 的結果不同，中國通貨膨脹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

在國際油價的部分，前 3 期的國際油價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負向關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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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的國際油價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負向關係。在中國央行利率的部

分，前 4 期的央行利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中國匯率方面，

前 1 期與前 3 期的中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前 4 期的中國

匯率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存在。在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前 4 期的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

關係。 

模型四 C 的結果與模型三 C 稍有差異，國際油價與中國通貨膨脹率對對中國

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中國央行利率、中國匯率以及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則

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關係。在中國央行利率的部分，前 4 期的央行利

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中國匯率方面，前 1 期與前 3 期的中

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前 4 期的中國匯率則對中國國家債

務比率則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在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前 4 期

的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 

整體而言，中國 VAR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美元指數、中國央行利率以及中

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性的影響，但影響方向並不一致。至於國際油

價方面，模型三C的結果雖然顯示有顯著性的影響關係，但影響的方向並不一致；

在模型四 C 中則是無顯著影響關係存在。在中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模型一 C 與

模型二 C 顯示中國通貨膨脹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但是

在模型三 C 與模型四 C 則無顯著影響關係存在。在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

分，模型一 C 的結果顯示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正

向影響；不過在模型三 C 與模型四 C 中卻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此外，中國

經常帳占 GDP 比率在模型二 C 中則是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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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中國 VAR 模型之結果 

 模型一 C 模型二 C  模型三 C 模型四 C 

依變數 中國債務 N 中國債務 R  中國債務 N 中國債務 R 

美元指數 t-1 -0.00371** -0.00262** 國際油價 t-1 0.00109 0.000859 

 (-2.38) (-1.96)  (1.43) (1.34) 

美元指數 t-2 0.00418* 0.00322 國際油價 t-2 0.000107 0.0000577 

 (1.77) (1.62)  (0.12) (0.08) 

美元指數 t-3 -0.00409 -0.00383* 國際油價 t-3 -0.00209* -0.00135 

 (-1.60) (-1.79)  (-1.82) (-1.39) 

美元指數 t-4 0.000851 0.00103 國際油價 t-4 0.00160* 0.00111 

 (0.53) (0.76)  (1.80) (1.47) 

通貨膨脹率 t-1 -1.463** -1.131** 通貨膨脹率 t-1 -0.552 -0.441 

 (-2.18) (-1.99)  (-0.79) (-0.75) 

通貨膨脹率 t-2 0.0539 0.0859 通貨膨脹率 t-2 0.579 0.548 

 (0.08) (0.15)  (0.84) (0.94) 

通貨膨脹率 t-3 -1.154** -0.988** 通貨膨脹率 t-3 -0.728 -0.646 

 (-2.10) (-2.10)  (-1.25) (-1.30) 

通貨膨脹率 t-4 -1.000* -0.870* 通貨膨脹率 t-4 -0.382 -0.357 

 (-1.67) (-1.71)  (-0.64) (-0.70) 

央行利率 t-1 0.0883*** 0.0899*** 央行利率 t-1 -0.0124 0.0118 

 (3.06) (3.68)  (-0.28) (0.31) 

央行利率 t-2 -0.0882* -0.0935** 央行利率 t-2 0.00460 -0.0217 

 (-1.87) (-2.32)  (0.07) (-0.36) 

央行利率 t-3 0.0730 0.0685 央行利率 t-3 0.0876 0.0753 

 (1.46) (1.60)  (1.43) (1.45) 

央行利率 t-4 -0.0360 -0.0296 央行利率 t-4 -0.0851** -0.0642* 

 (-1.06) (-1.01)  (-2.09) (-1.87) 

匯率 t-1 0.196 0.197* 匯率 t-1 0.240* 0.230** 

 (1.50) (1.77)  (1.76) (1.99) 

匯率 t-2 -0.284 -0.265* 匯率 t-2 -0.297 -0.266 

 (-1.58) (-1.74)  (-1.54) (-1.62) 

匯率 t-3 0.465*** 0.383*** 匯率 t-3 0.387** 0.317** 

 (2.66) (2.58)  (2.05) (1.98) 

匯率 t-4 -0.326*** -0.280*** 匯率 t-4 -0.292** -0.252** 

 (-2.86) (-2.89)  (-2.35) (-2.37) 

經常帳 t-1 0.00796 0.0116 經常帳 t-1 0.350 0.268 

 (0.03) (0.04)  (1.10) (0.98) 

經常帳 t-2 0.365 0.283 經常帳 t-2 0.329 0.247 

 (1.09) (0.99)  (0.97) (0.86) 

經常帳 t-3 -0.552* -0.430 經常帳 t-3 -0.460 -0.321 

 (-1.73) (-1.59)  (-1.37) (-1.12) 

經常帳 t-4 0.397 0.403 經常帳 t-4 0.625* 0.586** 

 (1.35) (1.63)  (1.89) (2.09) 

截距項 -0.273** -0.205** 截距項 -0.259 -0.235 

 (-2.51) (-2.28)  (-1.06) (-1.20) 

R
2 

0.5976 0.5600 R
2 

0.5476 0.5027 

觀測值個數 56 56 觀測值個數 56 56 

註：1.括號中數值為 t 值，*p<0.10 **p<0.05 ***p<0.01。 2.中國債務 N 為中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中國債務 R 為中國國家債務占調整後實質 GDP 比率。3.經常帳為經常帳占調整後名目 GDP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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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透過上述對不同國家 VAR 模型結果的描述，本研究將其描述結果整理成下

表 9，從中可清楚看出各國 VAR 模型分析結果的差異。在美元指數的部分，除

了台灣之外，其餘三國之美元指數均對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日本與韓國的

結果呈現正向關係，中國則是正、負向影響皆有，無法確定其影響方向。在國際

油價的部分，台灣、日本與韓國之結果均對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負向影響關係；中

國則是在模型三 C 呈現正、負向影響皆有的情況，而在模型四 C 中顯示無顯著的

影響關係，因此，無法確認國際油價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 

在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台灣通貨膨脹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之影響不顯著；

日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負向皆有的情況，無法確認影響關

係；韓國通貨膨脹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大致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中國則

是在模型一 C 與模型二 C 中呈現顯著負向影響關係，但在模型三 C 與模型四 C 中，

中國通貨膨脹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因此，無法確認其影響關係。 

在央行利率的部分，台灣與中國的央行利率皆在四個模型中對其國家債務比

率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正、負向皆有，無法判定其影響方向。日本方面在模

型一 J 與模型二 J 中，日本央行利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顯著負向影響，但

在模型三 J 與模型四 J 中顯示，日本央行利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關

係，因此，無法確認其影響關係。韓國方面在模型一 K 與模型二 K 中，韓國央行

利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在模型三 K 與模型四 K 中韓國央行利率對

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正、負向皆有。因此，無法確認韓國

央行利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關係。 

在匯率的部分，台灣與韓國的匯率對其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日本與中

國的匯率對其國家債務比率則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正、負向皆有，無法判定

其影響方向。在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台灣國家

債務比率影響不顯著；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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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皆有的情況，無法確認影響關係；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

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中國方面則是在模型一 C 中呈現顯著負向關係，在模型二

C 中無顯著影響關係存在，而在模型三 C 與模型四 C 中呈現顯著正向影響。因此，

無法判定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家債比率的影響。 

綜合上述，透過各國 VAR 模型的分析，可找出部分變數對國家債務比率的

影響關係，但仍有許多變數對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關係無法確認或是無法判定影

響方向。因此，本研究後續進一步進行衝擊反應函數的分析，探討變數變化對國

家債務比率的衝擊影響。 

表 14 各國 VAR 模型之結果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國家 模型 美元指數 國際油價 通貨膨脹率 央行利率 匯率 經常帳 

台
灣 

模型一 T 不顯著 －－ 不顯著 負向 不顯著 不顯著 

模型二 T 不顯著 －－ 不顯著 負向 不顯著 不顯著 

模型三 T －－ 負向 不顯著 正向、負向 不顯著 不顯著 

模型四 T －－ 負向 不顯著 正向、負向 不顯著 不顯著 

日
本 

模型一 J 正向 －－ 負向 負向 正向、負向 正向、負向 

模型二 J 正向 －－ 負向 負向 正向、負向 正向、負向 

模型三 J －－ 負向 正向、負向 不顯著 正向、負向 正向 

模型四 J －－ 負向 正向 不顯著 正向、負向 正向 

韓
國 

模型一 K 正向 －－ 正向 不顯著 不顯著 正向 

模型二 K 正向 －－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正向 

模型三 K －－ 負向 正向 正向、負向 不顯著 正向 

模型四 K －－ 負向 正向 正向、負向 不顯著 正向 

中
國 

模型一 C 正向、負向 －－ 負向 正向、負向 正向、負向 負向 

模型二 C 負向 －－ 負向 正向、負向 正向、負向 不顯著 

模型三 C －－ 正向、負向 不顯著 負向 正向、負向 正向 

模型四 C －－ 不顯著 不顯著 負向 正向、負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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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 

本節探討國家債務比率受到各變數衝擊後的反應結果，進一步檢視當 VAR

模型內各變數以一個標準差範圍發生改變時，國家債務比率在當期與未來期數中

所產生的反應。以下針對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之結果分別說明之。 

壹、台灣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 

一、模型一 T 與模型二 T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1 與附圖 2 為模型一 T 與模型二 T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台灣

國家債務比率受到美元指數正向衝擊(代表美元升值)後，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在第

1 期與第 2 期的反應並不明顯，第 3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4 期則是呈現正向反應，

不過反應程度不明顯，在 VAR 模型的分析結果中亦無顯著性存在。在台灣央利

率的部分，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第 1 期呈現較明顯的負向反應，第 2 期至第 4 期則

是呈現正向反應，不過反應程度明顯小於第 1 期，第 6 期至第 12 期亦是呈現正

向反應，但反應程度較低。 

在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通貨膨脹正向衝擊後，呈現跳

動式的反應，但反應程度並不高且在VAR模型的結果中沒有顯著影響關係存在；

而在台灣匯率以及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顯示二者對台灣國家債務比

率主要呈現負向的影響，但在 VAR 模型當中影響關係亦不顯著。 

二、模型三 T 與模型四 T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3 與附圖 4 為模型三 T 與模型四 T 的衝擊反應結果，可發現當台灣國家

債務比率受到國際油價正向衝擊(國際油價上漲)後，第 1 期至第 3 期呈現正向反

應，第 4 期之後則呈現負向反應，表示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短期衝擊可

能為正向，長期而言則是負向的影響。在台灣央行利率衝擊的部分，發現當台灣

國家債務比率受到台灣央行利率正向衝擊(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1 期與第 2 期台

灣國家債務比率反應為負向，其中第 1 期反應程度最為明顯；第 3 期則為正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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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但反應程度不如第 1 期；第 6 期之後呈現正向反應，但反應程度亦不高，其

結果與模型一 T 與模型二 T 相似。 

關於通貨膨脹率以及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受

到通貨膨脹率以及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正向衝擊後，呈現跳動性的反應，

但反應程度不明顯，且在 VAR 模型中與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關係。而在台

灣匯率的部分，在第 6 期之前主要呈現負向反應，之後呈現微弱程度的跳動性反

應，在 VAR 模型中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亦無顯著影響。 

三、小結 

在台灣的 VAR 模型分析結果中，可發現國際油價與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

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影響關係存在，其中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為

負向，但無法確定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方向。透過衝擊反應

函數進一步得知，短期17內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有正向影響，但影響程

度相當微弱；中期至長期則是呈現負向影響，代表國際油價上漲，中期至長期可

減低台灣國家債務負擔，反之亦然。在台灣央行利率方面，短期內呈現跳動式的

影響，但可發現影響關係是由負向轉變為正向，中期後雖然大至呈現正向影響，

但影響程度較低。表示台灣央行利率升息後，短期內台灣國家債務負擔的變化是

先下降後提高，在時間拉長後會輕微增加台灣的國家債務負擔。 

貳、日本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 

一、模型一 J 與模型二 J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5 與附圖 6 為模型一 J 與模型二 J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日本

國家債務比率受到美元指數正向衝擊(代表美元升值)後，從短期至長期大致呈現

正向的反應，其中短期至中期的反應程度稍高於長期，此結果與 VAR 模型分析

結果相呼應。在日本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可發現當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日本通

                                                      
17
本研究短期影響指 1 至 4 期(1 年內)，中期為 5 至 8 期(1-2 年)，中長期為 9 至 12 期(2-3 年)，

長期為 13 期以上(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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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膨脹率正向衝擊(代表物價上升)後，第 1 期與第 3 期呈現正向反應，第 2 期與

第 4 期負向反應，其中第 4 期負向反應程度最為明顯。在第 7 期之後，日本國家

債務比率對日本通貨膨脹率衝擊的反應則大致呈現負向，因此，可看出短期內日

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衝擊呈現跳動性的影響，長期則是呈現負向的

影響。 

在日本央行利率部分，發現當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日本央行利率正向衝擊

(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8 期之前呈現負向的反應，第 8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接近

0。在日本匯率部分，當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日本匯率正向衝擊(代表日圓貶值)

後，第 1 期與第 4 期呈現正向反應，第 2 期則是呈現明顯的負向反應，反應程度

明顯大於第 1 期和第 4 期。第 5 期至第 14 期均呈現負向反應，第 14 期之後反應

程度接近 0。 

關於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發現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日本經常

帳占 GDP 比率正向衝擊後，呈現跳動式的反應，第 2 期的負向反應反應程度最

為明顯，第 1 期與第 3 期雖呈現正向反應，但反應程度相當微弱。在第 4 期後，

仍呈現跳動式反應，但跳動頻率逐漸減緩，第 14 期之後反應程度接近 0。 

二、模型三 J 與模型四 J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7 與附圖 8 為模型三 J 與模型四 J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日本

國家債務比率受到國際油價正向衝擊(代表國際油價上漲)後，第 1 期至第 5 期主

要呈現負向反應，其中第 5 期反應程度最大。第 8 期至第 14 期則是呈現微弱負

向反應，第 15 期之後影響關係則接近 0，可判斷國際油價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

亦存在長期的影響。在日本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可發現當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

日本通貨膨脹率正向衝擊(代表物價上升)後，第 1 期與第 3 期呈現正向反應，其

中第 3 期正向反應程度最為明顯，第 2 期與第 4 期則是呈現負向反應，第 6 期又

呈現正向反應。第 8 期之後，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對日本通貨膨脹率衝擊的反應則

大致呈現負向，因此，可看出短期至中期日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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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呈現跳動性的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則是呈現負向的影響，與模型一 J 和模型二

J 衝擊反應的結果相一致。 

在日本央行利率的部分，發現當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日本央行利率正向衝

擊(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8 期之前呈現負向的反應，第 8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接

近 0，其結果與模型一 J 和模型二 J 衝擊反應相一致。在日本匯率部分，當日本

債務比率受到日本匯率正向衝擊(代表日圓貶值)後，第 1 期與第 4 期呈現正向反

應，第 2 期與第 3 期則是呈現負向反應，其中第 2 期負向反應程度最為明顯，大

於第 1 期和第 4 期。第 5 期至第 12 期均呈現負向反應，第 12 期之後反應程度接

近 0，結果與模型一 J 和模型二 J 衝擊反應相似。 

關於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發現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受到日本經常

帳占 GDP 比率正向衝擊後，第 1 期至第 4 期之結果與模型一 J 和模型二 J 衝擊反

應相似，第 1 期與第 3 期呈現正向反應，但反應程度較不明顯；第 2 期與第 4

期呈現負向反應，其中第 2 期負向反應程度最為明顯。此外，模型一 J 和模型二

J 中，第四期之後呈現跳動式反應，模型三 J 與模型四 J 之衝擊反應結果進一步發

現，在第 4 期至第 12 期是呈現負向反應趨勢，第 12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接近 0。 

三、小結 

日本的 VAR 模型分析結果可確定美元指數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正向影響，

而國際油價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則是有負向影響關係；不過，仍無法確定美元指

數與國際油價之外的其他變數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方向。進一步經過衝擊

反應函數分析後，發現美元指數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表示

美元的升值，將長期造成日本國家債務負擔的增加。而國際油價同樣對日本國家

債務比率具有長期的負向影響，但在短期上衝擊程度明顯高於中期至長期，代表

國際油價的上漲，將會長期減低日本國家債務的負擔，其中短期的影響仍高於中

期至長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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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貨膨脹率的部分，短期至中期日本通貨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

跳動性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呈現負向的影響關係，可見日本通貨膨脹中長期至長

期可減輕日本債務負擔，反之，日本若發生通膨緊縮，在中長期至長期對日本債

務負擔有不利的影響。在日本央行利率方面，短期至中期日本央行利率對日本國

家債務比率呈現負向影響，即日本央行的升息在短期至中期會使日本國家債務比

率降低；反之，日本央行降息會導致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提高。 

在日本匯率的部分，短期內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性的影響，在中期

至中長期則呈現負向影響，亦即日本匯率的貶值，在中期至中長期可減輕日本債

務的負擔，反之亦然。經常帳占 GDP 比率方面，短期的負向衝擊最為明顯，此

外，模型三 J 與模型四 J 中顯示，在 4 至 12 期之間，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對日本經

常帳占 GDP 比率的衝擊呈現負向反應。可判斷短期至中長期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負向影響，代表日本經常帳盈餘的增加在短至中長期

可減低日本國家債務的負擔；亦表示日本貿易情況的好轉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降

低有正面影響。 

參、韓國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 

一、模型一 K 與模型二 K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9 與附圖 10 為模型一 K 與模型二 K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韓

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美元指數正向衝擊(代表美元升值)後，第 1 期與第 2 期呈現

正向的反應，第 3 期與第 4 期反應程度接近 0，第 5 期至第 13 期呈現正向反應，

但反應程度較低，其中正向反應的結果與 VAR 模型結果一致。在韓國通貨膨脹

率的部分，可發現當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通貨膨脹率正向衝擊(代表物價

上升)後，主要呈現跳動性的反應，其中在第 12 期之後，正向反應較為明顯。 

在韓國央行利率的部分，發現當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央行利率正向衝

擊(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3 期之前呈現負向反應，第 4 期後大致呈現正向反應，

但反應程度微弱。在韓國匯率部分，當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匯率正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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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韓元貶值)後，第 5 期之前均呈現正向反應，第 6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不明

顯，呼應了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美元指數衝擊後的反應結果，但 VAR 模型中

韓國匯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 

關於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發現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經常

帳占 GDP 比率正向衝擊後，第 4 期之前呈現正向反應，第 5 期至第 8 期亦呈現

正向反應，但反應程度低於短期，第 9 期之後則是呈現負向反應，其中前 4 期的

正向反應結果與 VAR 模型分析結果一致。 

二、模型三 K 與模型四 K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11 與附圖 12 為模型三 K 與模型四 K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韓

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國際油價正向衝擊(代表國際油價上漲)後，第 3 期之前呈現

負向反應，與 VAR 模型結果一致；第 4 期呈現正向反應，第 6 期又呈現負向反

應，第 8 期之後呈現正向反應，但反應程度較低。在韓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可

發現當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通貨膨脹率正向衝擊(代表物價上升)後，主要

呈現跳動性的反應，其中在第 12 期之後，正向反應較為明顯，與模型一 K 與模

型二 K 的衝擊反應結果一致。 

在韓國央行利率的部分，發現當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央行利率正向衝

擊(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4 期之前呈現跳動性反應，但可發現影響方向由負向轉

變為正向；第 5 期之後大致上呈現微弱正向反應，反應程度不明顯。在韓國匯率

部分，當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匯率正向衝擊(代表韓元貶值)後，第 4 期之

前呈現負向反應，但反應程度微弱，第 4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接近 0；而在 VAR

模型分析中，韓國匯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亦無顯著影響。 

在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發現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韓國經常帳

占 GDP 比率正向衝擊後，第 8 期之前呈現正向反應，第 8 期至第 11 期反應程度

接近 0，第 12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呈現負向反應，但反應程度低於第 1 期至第 6

期，其中正向反應的結果與 VAR 模型之結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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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韓國的 VAR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美元指數、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以及經

常帳占 GDP 比率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有顯著影響。其中美元指數部分與韓國

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向關係，國際油價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負向影響關係，

韓國通貨膨脹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則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向關係。

若進一步以衝擊反應函數結果進行觀察，美元指數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影響為短

期正向，在中期至長期亦呈現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較低，代表美元升值短期內

將導致韓國債務負擔的增加，時間拉長後亦會使韓國債務負擔增加，但程度較不

明顯。在國際油價的部分，短期至中長期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式影響，

中長期至長期呈現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較低，表示國際油價在短期至中長期對

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並不穩定，在中長期至長期國際油價的上漲，則會使韓

國債務負擔輕微上升，反之亦然。 

在通貨膨脹方面，在 12 期之內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性影響，12 期

之後負向的反應減少，大致呈現正向的反應，而在 VAR 模型中則顯示證韓國通

貨膨脹率對韓國債務在短期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性。在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

分，在短期至中期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債務有正向影響，中長期至長

期則是呈現負向影響，但影響程度較低。表示韓國經常帳盈餘的增加，短期至中

期會使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提高，時間拉長後則會減輕韓國債務負擔，但減輕幅度

較小。 

此外，在 VAR 的分析中，韓國央行利率在模型一 K 與模型二 K 中對韓國國

家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在模型三 K 與模型四 K 中則是呈現正、負向影響皆存在

的情況。因此，進一步檢視衝擊反應函數的結果，發現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對韓國

央行利率之衝擊，短期內呈現跳動性反應，不過可發現影響方向由負向轉為正向；

短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不明顯，但仍可看出微弱的正向反應。故，依據其結果

判斷韓國央行利率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在影響初期呈現負向影響，時間拉長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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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呈現正向影響，其中初期的負向影響程度明顯大於後期的正向影響程度。表示

當韓國央行升息時，韓國債務負擔在初期會減輕，但時間拉長後韓國債務負擔則

會增加，但增加的程度較低。 

肆、中國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 

一、模型一 C 與模型二 C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13 與附圖 14 為模型一 C 與模型二 C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中

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美元指數正向衝擊(代表美元升值)後，在第 6 期之前呈現負

向反應，第 6 期之後反應程度趨近 0。在中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可發現當中國

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通貨膨脹率正向衝擊(代表物價上升)後，第 1 期呈現負向

反應，第 2 期呈現正向反應，第 3 與第 4 期反應程度不明顯，第 5 期與第 6 期亦

是呈現正向反應；此外，反應程度在第 7 期後趨向 0。 

在中國央行利率的部分，發現當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央行利率正向衝

擊(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1 期呈現明顯的正向反應，第 2 至第 3 期反應程度微弱

不明顯，第 4 期至第 8 期則是呈現微弱負向反應，第 9 期之後反應程度趨向 0。

關於中國匯率方面，當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匯率正向衝擊(代表人民幣貶

值)後，第 5 期之前顯示正向反應，第 6 期至第 8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9 期之後

反應程度則接近 0。 

關於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發現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經常

帳占 GDP 比率正向衝擊後，第 4 期之前反應程度不明顯，第 5 期與第 6 期呈現

較明顯的正向反應，第 7 期之後反應程度則是趨向 0。 

二、模型三 C 與模型四 C 之衝擊反應函數結果 

附圖 15 與附圖 16 為模型三 C 與模型四 C 的衝擊反應結果，其中可發現當中

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國際油價正向衝擊(代表國際油價上漲)後，第 1 期與第 2 期

呈現正向反應，第 3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4 期至第 10 期則是呈現正向反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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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期之後反應程度接近零。在中國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可發現當中國國家債務

比率受到中國通貨膨脹率正向衝擊(代表物價上升)後，第 1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二期呈現正向反應，第 3 期至第 5 期反應程度不明顯，第 6 期則是呈現正向反應，

第 7 期之後反應程度偏向 0。 

在中國央行利率的部分，發現當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央行利率正向衝

擊(代表央行升息)後，第 1 期與第 2 期反應程度不明顯，第三期呈現正向反應，

第 4 期至第 10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11 期之後反應程度趨向 0。在中國匯率的部

分，當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匯率正向衝擊(代表人民幣貶值)後，第 5 期之

前呈現正向反應，第 6 期至第 8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9 期之後反應程度接近 0。 

關於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發現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經常

帳占 GDP 比率正向衝擊後，第 5 期之前主要呈現正向反應，雖然第 3 期呈現負

樣反應，但反應程度微弱；此外，在第 6 期之後反應程度接近 0。 

三、小結 

在中國 VAR 模型分析的結果中，發現具有影響關係不確定以及影響方向不

一致的情況。若進一步以衝擊反應函數結果觀察，發現美元指數對中國國家債務

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呈現負向影響，其中短期影響較中期明顯。表示美元升值短期

至中期會造成中國債務比率的減少；反之，美元貶值短期至中期內會造成中國國

家債務比率的增加。在國際油價部分，短期內國際油價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

跳動性影響，中期至中長期則是呈現正向影響，表示國際油價的上漲，中長期會

使中國國家債務負擔加重，反之亦然。 

通貨膨脹率方面，在 VAR 分析中的模型一 C 與模型二 C 結果顯示中國通貨

膨脹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若從衝擊反應函數觀察，中國通

貨膨脹受到正向衝擊後，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第 1 期呈現負向反應，第 2 期為正

向反應，第 3 期至第 5 期反應不明顯，第 6 期亦為正向反應，之後影響程度趨向

0。其意涵為中國通貨膨脹一開始確實可減輕中國債務壓力，但時間稍微拉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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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反而會造成中國債務負擔。在央行利率的部分，短期中國央行利率對中國國

家債務比率呈現正向影響，中期至中長期則是負向影響，顯示中國央行的升息短

期會增加中國國家債務比率，中期至中長期則是會減低中國債務比率。 

在中國匯率的部分，短期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對中國匯率衝擊之反應為正向，

中期則呈現負向，代表中國貨幣的貶值短期內會使中國債務負擔增加，時間拉至

中期則會降低中國國家債務的比率。在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中國經常帳

占 GDP 比率對中國債務呈現正向影響，影響時間大致在短期至中期之間，表示

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若增加，將使中國國家債務比率提高，反之亦然。 

第三節 各國差異之分析 

本節綜合 VAR 模型與衝擊反應之分析，將本研究結果彙整成下表 10。以下

分成美元指數、國際油價、通貨膨脹率、央行利率、匯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

率六個部份說明之。 

壹、美元指數 

在美元指數的部分，美元指數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不顯著；對日本在短期至

長期有正向影響，其中中期至長期影響程度低於短期；對韓國同樣在短期至長期

有正向影響，在中期至長期的影響程度亦低於短期；對中國則是短期至中期有負

向影響，其中中期的影響程度明顯低於中期。表示美元指數的升值，日本與韓國

債務負擔會因此提高，中國債務負擔會減少，對台灣則不影響。 

美元指數對債務影響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內外債結構的不同，由圖 6 可以得

知日本與韓國大約有超過 10%的外債，因此，當美元指數上升時，將可能增加外

債的成本，進而使債務負擔增加，反之亦然。而台灣無外債，使得美元指數對台

灣債務的影響不顯著。中國外債的部分則是僅占約 1%，因此，美元指數的提升

並不會增加中國債務比率，反而會減輕中國債務負擔，代表在中國貨幣相對貶值

的情況下，將可能因此改善中國出口，提升國家經濟情況，使債務負擔因而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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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油價 

在國際油價的部分，對台灣呈現短期正向與中期至長期負向的影響；對日本

短期至長期有負向影響存在；對韓國為短期至中期呈現跳動式影響，中長期至長

期呈現正向影響；對中國呈現短期跳動性與中期至中長期正向的影響。其結果表

示，若國際油價上漲，會使台灣債務負擔短期內增加，中期至長期則會降低；對

日本的債務負擔短期至長期都會有減低的幫助；對韓國債務負擔在短期至中期存

在不穩定的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則會增加韓國債務負擔；對中國債務負擔在短期

會有不穩定影響，中期至中長期則會增加債務負擔。分析其原因可能在於國際油

價會影響各國物價、匯率、利率與經濟增長等總體經濟變項(Amano, 1998 ; Barrell 

& Pomerantz, 2004 ; Coudert, Mignon, & Penot ,2005 ; Huang, Hwang, & Peng, 

2005 ; Chen & Chen, 2007 ; Park, & Ratti, 2008 ; Nazlioglu & Soytas, 2012 ; Basher, 

Haug, & Sadorsky, 2012 ;柏婉貞，2010；謝伊凡，2010)，進一步影響國家債務的

比率，因此，在各國經濟條件有所差異的情況下，國際油價對不同國家債務比率

所形成的影響亦會有所不同，而國際油價如何透過影響總體經濟變數進一步影響

國家債務比率，本研究並無法進一步驗證。 

參、通貨膨脹率 

在通貨膨脹率的部分，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影響不顯著；對日本在短期至中

期呈現跳動式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呈現負向影響；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有

正向影響，不過程度呈現跳動，中期至中長期亦是呈現跳動式影響，長期則是趨

向正向影響；對中國在短期呈現跳動式(由負向變正向)影響，中期呈現正向影響。

其結果顯示，國家通貨膨脹率的提高，對台灣債務負擔無顯著影響；對日本債務

負擔短期至中期存在不穩定的影響，中長期至長期有減緩債務負擔的效果；對韓

國短期會增加國家債務負擔，中期至中長期存在不穩定的影響，長期亦會增加國

家債務負擔；對中國一開始(第 1 期)可減輕國家債務壓力，但短期(第 2 期至第

4 期)至中期則會增加國家債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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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 (2011)研究結果顯示通貨膨脹是否影響國家公共

內債比率取決於資本控制的程度，其研究結果為台灣通貨膨脹率對台灣債務比率

影響不顯著的情況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邱莉婷(2008：72-77)的研究中設算出

東亞地區國家與澳洲國家的資本管制係數，18其中台灣資本管制係數為 0.7857 高

於韓國的 0.6429 與日本的 0.5714，而低於中國的 1。此外，在全球金融海嘯爆發

後，台灣也被視為積極實行資本管制的國家，2009 年 11 月央行開始限制外資投

資新台幣定存，接著 2010 年底央行又進一步限制了金融機構的準備率(Gallagher, 

2012:124-127)，顯示台灣具有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因此，可從中推斷台灣通貨

膨脹率對台灣債務比率無顯著影響的結果可能是由資本管制因素所造成。 

日本方面，資本管制程度與其他三國相較最低，本研究結果顯示通貨膨脹率

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中長期至長期具有負向影響，與 Forslund, Lima, and 

Panizza (2011)研究結果相呼應。韓國方面，國家外債比率為四個國家中最高，可

能因此使通貨膨脹對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向的影響，其結果與 Muhanji and Ojah 

(2011)的研究相一致，該文實證結果顯示非洲國家以及東亞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對

外債占 GDP 比率有顯著正向關係。 

中國方面，雖然資本管制程度明顯高於台日韓三國，不過，中國資本管制效

率有逐漸減弱的趨勢，此情形將可能增加中國當局維持幣值穩定以及保有監管貨

幣政策獨立的難度(王永中，2010)。除此之外，中國近期亦面臨資本外流問題，

中國當局並無法有效阻擋資金外流，這些情況顯示了中國雖有高度資本管制措施，

但實際上並未能夠完全達到資本管制的預期效果，可能因此使中國的通貨膨脹率

對其國家債務比率造成影響。另一方面，在影響關係上，中國短期內通膨對國家

債務比率影響呈現負向轉正向的趨勢，時間稍微拉長則呈現正向影響，與日本長

                                                      
18
研究中參考 Miniane(2004)對於資本管制係數的計算方式，運用 IMF 出版的匯率安排與管制情

形年報(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Exchange Restrictions, AREAER)，以其中 13 項

資本管制項目，再額外加入匯率制度項目，共 14 項計算資本管制係數，若符合資本管制項目給

予 1 分，不符合 0 分，最後總分除以 14，所得結果為該國資本管制係數，越高表示資本管制越

嚴格(邱莉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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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呈現負向影響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與國家經濟情況不同有關。日本長期而言

處於通膨緊縮以及經濟增長疲弱的情況，因此，適度的通膨將可改善經濟情況，

降低國家債務負擔；中國的情況與日本不同，近年經濟增長雖稍微趨緩，但仍有

6.5%至 7%的增長，且並無長期通膨緊縮的問題，故，短期通膨雖可減緩國家債

務負擔，但時間稍微拉長，通膨可能造成利率提高、生產成本上升、產出下滑以

及經濟增長減弱等結果，因而使國家債務負擔上升。 

肆、央行利率 

在央行利率的部分，對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均有顯著影響。其中台灣

與韓國的結果相似，在短期內對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性影響，不過可觀察到影

響關係由負向轉變為正向，時間拉長後亦可發現有微弱的正向關係。其結果顯示，

台灣與韓國央行若是升息，台灣與韓國債務負擔起初會先減輕，時間拉長後債務

負擔反而會有所增長，但增長程度不如先前減輕程度明顯。其中就初期的負向影

響結果與 Kalou and Paleologou(2011)的實證結果相似，該文實證結果發現希臘短

期利率對希臘財政赤字有負向影響關係；在後續正向影響部分則與 Muhanji and 

Ojah (2011)的實證結果呼應，該文實證結果發現東亞地區國家相對利率對國家外

債占 GDP 比率有顯著負向關係，亦即東亞地區國家利率的提高會使國家債務負

擔增加。 

在日本的部分，日本央行利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中期期間呈現負

向影響，代表日本央行升息後在短期至中期會使債務負擔減輕，亦符合 Kalou and 

Paleologou(2011)的實證結果。在中國的部分，實證結果與台灣以及韓國的結果

相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受到中國央行利率的影響方向是從短期正向轉為中期至

中長期的負向。其意涵為當中國國家央行利率調升時，中國短期內會增加債務負

擔，中期至中長期則是會減少債務負擔，因此，在短期的部分與 Muhanji and Ojah 

(2011)的研究結果相似，中期至中長期的結果則與 Kalou and Paleologou(2011)的

實證結果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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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央行利率的實證結果可推測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對其公共債務存

在管控的行為，當央行升息後，政府為避免升息後增加的債務利息支出，因而減

少後續公共債務支出，進而使後續增加的債務負擔減輕。至於差異原因方面，應

與國家債務比率高低有關。台灣與韓國國家債務比率明顯低於日本，亦稍低於中

國，19因此，當台灣與韓國央行升息後，雖然台灣與韓國政府在初期會因後續提

高的債務利息成本減低債務支出，但時間拉長後，在還有舉債空間的情況下，仍

會增加債務支出，舉債的行為較不易受到央行升息的限制。日本方面，在龐大債

務負擔下，日本政府面對央行升息，須以減少債務負擔的方式回應，以避免利息

提高帶來的債務風險，後續亦較無增加債務負擔的空間，因而造成國家債務比率

減少且不再提高的結果。至於中國的部分，央行升息後短期確實造成債務負擔的

增加，但中期至中長期卻也使中國債務負擔呈現減少趨勢，顯示中國政府為因應

升息後債務負擔的提高，進而在後續減少債務的支出。由於國家債務比率相對較

高，中國在減少債務支出後亦較無增加債務空間，因此，後續的債務負擔不再提

高。 

伍、匯率 

匯率方面，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不顯著，表示台灣國家債務比率不會

明顯受到台灣匯率升貶值的影響，此結果呼應了美元指數對台灣債務比率不顯著

的結果。除了台灣本身無外債的原因外，台灣央行對於匯率的干預亦可能是重要

原因。在後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台灣央行對於匯率的干預在實證上確實發現可減

緩台幣匯率的波動(吳致寧、黃惠君、汪建南、吳若瑋，2012；張興華，2013)，

在匯率波動相對受到抑制的情況下，可能使得台灣債務比率不易受到匯率升貶值

的影響。在韓國部分，匯率對韓國債務比率亦無顯著影響，此分析結果與 Muhanji 

and Ojah (2011)實證研究的發現相呼應，該文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東亞地區國家

的匯率變化對國家外債佔 GDP 比率無顯著影響。 

                                                      
19

2014 年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分別為 37.9%、246.17%、35.98%與 41.14%，

若要觀察時間趨勢可見圖 1 至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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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日本以及中國方面，與台灣和韓國的結果不同，匯率對國家債務比率有

顯著影響。在短期內日本匯率與中國匯率分別對其自身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性

與正向影響；若將時間拉長，日本匯率在中期至中長期對其債務比率有負向影響，

中國匯率則在中期對其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負向影響。原因可能在於日本與中國匯

率的貶值(升值)會使出口增加(下滑)，進一步達到經濟增長提升(降低)的作用有

關(Thorbecke & Kato, 2012；藍樂琴，2015 )，在經濟產出增長率大於國家債務

增長率的情況下，將可降低國家債務比率。 

陸、經常帳占 GDP 比率 

關於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就台灣而言，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台

灣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不顯著。其結果表示，台灣經常帳情況的提升或是惡化，

對台灣債務沒有顯著的影響。至於日本方面，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在短期至

中長期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有負向影響，其結果顯示日本經常帳情況的提升在短

期至中長可減輕日本債務的負擔。20
 

在韓國方面，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

現正向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呈現負向影響，表示韓國經常帳情況的提升，在短期

至中期會使韓國增加債務負擔，在中長期至長期則可幫助韓國債務負擔減輕。在

中國方面，短期至中期的結果與韓國相似，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在短期至中

期對其國家債務比率呈現正向影響，但在中期之後的影響程度並不明顯，表示中

國經常帳情況的提升在短期至中期會使得中國債務負擔提高，在中期之後則對中

國債務負擔沒有影響。 

  

                                                      
20
日本的結果和 Kalou and Paleologou (2011)的研究結果一致，該文研究顯示希臘經常帳情況對希

臘財政赤字有負向影響，亦即希臘經常帳情況的提升可減輕希臘財政負擔。在韓國的部分，短期

至中期的結果雖不符該文的研究結果，但在中長期至長期結果仍與該文相同；但中國的分析結果

顯示中國經常帳情況的提升，反而會增加中國國家債務比率，與該文的研究結果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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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各國分析結果整理顯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國家 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 

美元指數 不影響 短期至長期正向 短期至長期正向 短期至中期負向 

國際油價 
短期正向 

中期至長期負向 
短期至長期負向 

短期至中期跳動 

中長期至長期正向 

短期跳動 

中期至中長期正向 

通貨膨脹率 不影響 
短期至中期跳動 

中長期至長期負向 
短期正向 

短期跳動(由負變正) 

中期正向 

央行利率 
短期跳動(由負變正) 

中期至長期正向 
短期至中期負向 

短期跳動(由負變正) 

中期至長期正向 

短期正向 

中期至中長期負向 

匯率 不影響 
短期跳動 

中至中長期負向 
不影響 

短期正向 

中期負向 

經常帳 

占 GDP 比率 
不影響 短期至中長期負向 

短期至中期正向 

中長期至長期負向 
短期至中期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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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針對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進行國家債務的影響性分析，探討

影響國家債務比率的經濟變數以及影響關係，並比較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

國之間的影響關係差異。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發現過往有許多研究針對總體經濟變數與國家債務比

率或是財政赤字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但以東亞地區國家為主要探討對象的研

究較為缺少，且內容大多關注於財政擴張與經濟危機等因素對國家債務的影響，

總體經濟變數對東亞地區國家債務影響的實證文獻則相對稀少。此外，作為重

要國際經濟變數的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在過往國家債務研究中亦較少納入探

討，針對東亞國家債務的研究中，目前似乎尚無實證研究探討美元指數以及國

際油價對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除了將重要的總體經濟變數作為

解釋變數外，亦將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作為本研究的控制變數。 

本研究運用 2000 年至 2014 年的季資料，分別進行 VAR 模型以及衝擊反應

函數的分析。整合二者分析的結果發現，美元指數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無顯著

影響；對日本以及韓國的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長期有正向影響；而對中國國

家債務比率則是在短期至中期呈現負向的影響關係。至於原因方面，本研究推

測應與國家的內外債務結構差異有關。 

國際油價的部分，發現國際油價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有正向影響，

中期至中長期有負向影響；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長期有負向影響；對

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呈現跳動式影響，中長期至長期呈現正向影響

關係；對中國債務比率短期呈現跳動性影響，中期至中長期而則是呈現正向的

影響關係。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為國際油價會對國內利率、匯率、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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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貨膨脹率等總體經濟變項造成影響，在不同國家總體經濟條件有所差異

的情況下，國際油價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亦會不同，使得國際油價對不同國家債

務比率造成不同的影響。 

在通貨膨脹率的部分，顯示台灣通貨膨脹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不具顯著

影響；日本通貨膨脹率短期內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性影響，中期至長

期而言則是呈現負向的影響關係；韓國通貨膨脹率短期對韓國國家債務比率呈

現正向影響；中國通貨膨脹率在短期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跳動式影響，但

影響方向是由負向變為正向，若將時間稍微拉長到中期則是呈現正向影響關係。

在影響差異的原因方面，本研究認為應與各國資本管制程度的不同有關。 

在央行利率的部分，台灣央行利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率短期內呈現跳動式

影響，但影響方向是由負向變為正向，中期至長期則呈現正向影響；日本通貨

膨脹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呈現負向影響趨勢；韓國央行利率對

韓國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結果與台灣相似，在短期呈現跳動式影響，不過影響

方向亦是由負項轉變為正向，中期至長期則是呈現正向影響；中國央行利率對

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呈現正向影響關係，中期至中長期則是呈現負向的影

響。進一步分析結果原因，本研究推測與國家債務管控行為以及國家債務比率

高低有關。 

在匯率的部分，台灣與韓國匯率對其自身國家債務比率均無顯著關係存在；

日本匯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呈現跳動式影響，中期至中長期則對日本

國家債務比率呈現負向影響趨勢；中國匯率對中國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呈現正

向的影響關係，時間稍微拉長至中期則是呈現負向影響。進一步分析原因，本

研究推測除了匯率管控以及匯率制度的差異外，國家匯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

響效果也是可能的因素。 

在經常帳占 GDP 比率的部分，台灣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台灣國家債務比

率無顯著影響關係，日本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日本國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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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呈現負向影響；韓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韓國債國家務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呈

現正向影響關係，中長期至長期有負向影響；中國經常帳占 GDP 比率對中國國

家債務比率在短期至中期呈現正向影響關係。 

綜合上述，可發現不僅是單一國家內的總體經濟變數會對國家債務比率造

成影響，國際經濟變項(美元指數與國際油價)亦是影響國家債務比率的重要因

素，且各變數對國家債務的影響會因不同國家的經濟制度與情況有所差異，可

見作為東亞國家的台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其國家債務情況將受到全球經濟

環境的影響，且東亞國家之間亦存在影響上的差異。其中亦可發現國家債務比

率最高的日本經濟變項對其國家債務比率之影響程度明顯高於台灣、韓國以及

中國，換言之雖然日本國家債務以內債為主，但高度的國家債務比率仍使日本

面臨較高的國家債務風險，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全球經濟變動快速的情況下，

針對國家債務的管理，不僅需要考慮國內總體經濟的變化，同時亦要因應國際

經濟環境的變化影響，將國家債務比率控制在合適的範圍之內，使國家債務有

較全面且完善的管理，進一步避免國家債務風險所造成的危害。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文因資料蒐集的困難以及研究時間範圍的設定，具有以下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選取的國家債務額為國家發行的債券餘額，雖然當中涵蓋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但並未涵蓋政府單位向金融機構的借貸金額，因

此，本研究運用的國家債務數據並無法完全反應國家債務全貌。 

二、本研究之 GDP 數據一致運用調整後的名目與實質 GDP，但中國以及日

本並無公布調整後 GDP 的季資料，因此，本研究僅運用未調整 GDP，以 5 季移

動平均數據作為中國以及日本調整後 GDP。 

三、透過過往文獻研究可發現稅率是影響國家債務負擔的重要變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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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稅率的變化牽涉稅制的改變，單一國家稅率在短時間之內並不會有太大差異，

此外，本研究以季資料進行分析，稅率則是屬於年度數據，因此，本研究並無

探討稅率對國家債務比率之影響。 

貳、後續研究建議 

本文依據研究結果，針對未來研究，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兩方面給予

建議： 

一、各變數在不同數值區間下，對於國家債務比率可能存在不同的影響關

係，例如，國際油價在高價位對於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與在低價位對國家債務

比率的影響可能不同。本研究並未針對不同數值區間對國家債務比率的影響進

行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可朝此方向進行探討。 

二、當前東南亞區域已成為當前全球重要的新興市場，未來的經濟發展受

到全球關注。台灣新政府亦提出了新南向政策，目標就是為台灣拓展東南亞市

場，尋求新的經濟發展利基。因此，東南亞國家的債務議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建議未來的國家債務研究可將東南亞國家納入研究對象，並比較東南亞國家之

間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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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附圖 1 台灣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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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台灣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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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台灣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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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台灣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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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日本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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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日本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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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日本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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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 日本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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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 韓國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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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0 韓國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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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 韓國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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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2 韓國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98 
 

附圖 13 中國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99 
 

附圖 14 中國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美元指數)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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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5 中國債務占名目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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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6 中國債務占實質 GDP 比率對各變數(含國際油價)衝擊之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