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運銷學系:農產運銷論發

民國八十六年三月，第二期﹒ 143 一 152

台蕉與菲蕉在日本市場上之價格行為分析
一共整合法之應用

蔡月香

國立屏象技街學院農企索管理技街系

摘要
在香蕉區域市場中，空間價格的行為是整個行銷績效一個重要的指額﹒本艾以 Eng1e

與 Grange r( 1987)的兩變數共整合法 (cointe-gration)探討台黨與菲黨在日本市場上的價裕

闕係﹒並以誤差修正法( error-co何ection

method

)被定日本香蕉市喝的效率性﹒沒有經

整合的市場可能傳達不正確的價格資訊，如此一來﹒勢必扭曲生產者的運銷決策且使產
品移動無效率﹒實証結果顯示台蕉與菲蕉在日本市場上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價格的關
係，而且發現其價格閉關係並非銀爭﹒

關鍵詞:共整合﹒香蕉區域市場﹒市場效率佐﹒誤差修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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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況且區域價格行為可做為整個市場行為的

宣、別盲

衰徵﹒有鑑於此，引發本艾的研究﹒
時間序列模型可分析變數間之長期闢係

撮日本香蕉輸入資料年報顯示，在 1965 年日
本進口台蕉數量為 31 萬 5 千多噸，佔其總進口量

Granger( 1981 )是最先以共整合理論研究經濟變數

之 88.1% '是年由菲律賓進口之數量僅 11 噸，佔

間之關係﹒以後 Engle 與 Granger( 1987)對共整合

日本市場份額近於零，健是年之後，日本進口台

分析作了更詳盡的說明，並且提出兩階段迴歸

蕉數量逐年遞減，在 1990 年降至 4.3% ﹒爾後回

法﹒共整合法可用於測出變數間之長期均衡關

升，至 1992 年回升至 9.0% ﹒而菲蕉數量先逐年

係。故本文以 Eng1e 與 Granger

上升，在 1981 年與 1982 年已有 90%的日本市場

合法(

份額，商後其市場份額漸由厄瓜多黨所取代，在

市場上的價格關係﹒

( 1987

)的共聲

cointegration )來分析台蕉與菲蕉在日本

1992 年雖已降至 69.7% ﹒但仍居日本市場第一

附圖 1 顧示台蕉與菲蕉的月別價格資料富於

位。然在日本市場的售價方面，由於台蕉風味香

季節性變動﹒此表示香蕉價格序列資料是有非定

甜，加上承銷商社強力推銷，以致於其每年的岸

態的現象﹒然價格的季節性變動是否會影響其空

邊售價平均都超過菲黨與中南美蕉﹒如在 1992 年

間市場的公斷交易進行呢?也就是會影響其在日

菲蕉平均岸價為 1498 日圓，厄瓜多蕉爵的 88 日

本市場上的效率性嗎?由於市場無效率性可能帶

圓，台蕉為 1955 日圓﹒惟此價差有逐年縮小之趨

來不正確的香蕉訊息，甚而扭曲台蕉在日之交易

勢﹒蓋日本消費 者對台蕉偏愛有漸漸淡化的傾

數量及交易價格，職是之故， 本文亦探究日本市

向﹒因此台蕉在 日 本市場上的勢蝕，是否將影響

場是否具效率性，亦即分析菲黨在日平均岸價(通

其地位呢?且台蕉未來發展如何?則可藉由其與

關金額)是否可用為台蕉在日 平均岸價(通關金

勁敵菲蕪的價格 關 係﹒來掌握蕉惰，俾採取適當

額)之不偏推定量﹒以觀台蕉與菲蕉價格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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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黨、菲蕉在日本市場上的價格關係﹒並以誤差

市場上的關連性.

本文對台黨與菲蕪的價格行為做檢定﹒首先
討論有關共整合理論的文獻回顧;其次探討共整

館正模型來判定此兩個蕉價在日本市場上的表

現，亦即被定目本香蕉市場的效率性﹒

合定疆、誤差修正模型、及共整合估計與禎定;
再其次對日本市場的台蕉與菲蕉間之價格開係做

參、共整合理論

實証分析;最後，分析實証結果與結論﹒

一、共整合定義

貳、文獻回顧
單根存在與否可為判定在迴歸分析時是否先

Granger( 1981)的共整合理論是以學費數的架
構出發，適宜於對一組共整合向量做撿定

作差分的準則﹒而且共整合觀念使得單根的作用
更為顯出﹒

Granger( 1981)首先以共整合向 量來研

Ardeni( 1989)提出如以價格迴歸方式來儉定空間

究非定態的時間序列，而 Engle 與 Granger( 1987)

的連結整合可能有設定上的問題﹒而且在空間市

更對此作了詳盡說明﹒根擴 Engle 與 Granger( 1987)

場整合的實証儉定中，如果忽略了區域價格的連

的共整合定義，若一個序列 Xt 是:

結關係，則可能得到不一致的及偏差的推論﹒叉

(l-Bt 尤=院

若以差分來分析﹒由於差分變換及濾套(自Iters)在
本質上是隨意的(ad

hoc) ，因此對有些價格序列是

不適合的﹒所以Ardeni( 1989) 以

Engle

與

Granger( 1987)的共整合被定法來儉定單一價格原
則 (LOP) ，並測定變數間之長期開係﹒他發現在其
研究的產品實例中，多數的產品並不支持單一價

式(1)中的吭 =aABJ\(B)， ， ε，為自噪音，
且 ap(B) 與 bq(B) 的根皆位於單位圓之外 • d 爵
x， 的整合級數，因此 .x， 的整合級數是以 X， -II份
表示之﹒如果式(1)中的尤為向壘，其所舍的變數

格原則﹒

叉 Enders

(1)

(1988) , Corbae 與 Ouliaris (1988) ,

都是

I(d)

.

並且存在一個向量 β 使得

- 1 (d - b)

Taylor 與 McMahon (1988)等以共讀法被定平價購

W, = ß' X ,

買力， Hakkio 與 Rush (1989)' Enders (1989) ，與

合的整合級數是(d，b) ， 以 x，- CI 抖~b)或 CI(d-b)

Coleman (1990)等亦以共整合分析貨幣市場的效

表示之﹒ β 被稱為共整合向暈﹒

率性﹒

Wt

Baffes (1991)以共整合理論研究美國、加

，且 b>O ， 則爪的向量組

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失衛誤差

拿大、澳洲、及英國等國的小麥、茶、牛肉、輯、

(disequihbrium error). Wt 為 1(0)的會議是 Wt 不

羊毛、辭與錫等七種產品市場效率性﹒他發現大

會遠離其均衝值，其恢復均衡值的機率為 1

部份的產品可支持 LOP 的假說，而棄卻 LOP 假

以共整合程序係指經濟變數由於其各自本身非定

說乃是由於運輸費用的忽略所致﹒

態性 (nonstationa叭而導致偏離均衡的現象，就可

.所

至於共整合的特性係指偏離均街條件的兩個

透過變數間的線性組合成為定磁性﹒此隱含著經

經濟變數，雖然在其各自本身是非定態 (non

濟變數在垣期間內雖有顯著偏離均衡的現象 ， 但

﹒ 此

是經 濟 力量會阻止其長期持續的儡離均衡﹒且有

隱含著經濟變數在短期間雖有顯著偏離均銜的現

趨向於長期穩定之均衡閥係﹒ 因此共整合理誼是

象，但是經濟力 量 會阻止其持續地偏離均衡﹒而

按定經濟變數間是否存在著共整合的關係﹒亦即

且有趨於長期穩定 的均街狀態﹒因此，本文以

測定變數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係﹒

stationary )的﹒但是透過共整合後可成為定態

Engle 與 Granger( 1987)的雙元共整合被定法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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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差修正模型

態序列經濟變數的共整合狀說﹒此法的第一個步

驟是以最小平方法導出其在經濟均衡條件下之聲
誤差修正模型是由 Sargan(1964)首先提出，它
涵括題期與長期的動態假說﹒長期訊息是被包括

合迴歸估計值，然後再以估計值來計算其殘差估

計值， 2，'

在一個誤差糾正項 X 2I -X;， 中，而且，=j{X.J. 在

6, =Y, -d-RXS.........................(4)

模型中的外生變數與 X 21 的關係是被設為定憊
的，其垣期訊息是以外生變數的差分來表示，至
於動態性是由資料本身的行為所決定﹒例如

X"

與 X21 兩個變數及諒性函數 f 的誤差修正模型可寫
為:

再根撮式 (4)中之殘差值，他們提出七種共整
合的檢定方法。每一種被定法皆以"沒有整合"做

為假說﹒簡述此七種儉定法如下:

1.Durbin-Watson 梭定統計量定義為:

ßX 2' = al ßX 2'-1 +...+ap4X

+bl ßX 1'-1 +...+bq ßX I'-q
+α (X 21-1 - ßX 1/-1) + E , ........(2)

CRDW令Lze， -2，叫

式 (2) 中的最後一項 (X21 •• - ßXu ﹒ .)是表示這期

如果式的的 CRDW 值顯著地不同於零，則整

的 X么對上期的失衡誤差的調整。在經濟均衡的狀

合的虛無假設是成立的﹒叉 CRDW 統計量是近似

ßX1t﹒ l 是表示定態誤差﹒而在等式右

於 2-2戶，已為由共整合迴歸方程式中所導出的

邊的差分項係表示短期動態調整機能﹒在均街

殘差值的自動迴歸參數估計值，因此驗定共整

態下，几←. -

時，則式右邊的

X" 與 X么本身即不再變化，而且

合，即檢定 CRDJ.帥，亦即被定已是不是等於 I •

所有的差分項均趨近於零﹒在式(2)中除了誤差修

2 Dickey-Fuller 迴歸式. Dickey 與 Fuller 根據下

正項爵水準值外，其他的項目皆以差分表示﹒

列的估計殘差式做儉定﹒

Granger( 1981)及 Engle 與 Granger (1987)等所
提出任何 P 維多變數向量冉的共整合誤差修正式

ð..ê, =-中已 -1 +εI .................................(6)

爵:

c

.(B)(l-B)X , =-αß'X'_I

+E, .•••.•••

式 (6) 中的 St 是由第一步驟中所導出的殘差

(3)

估計值 .l:!. 為第一次差方(the first difference). DF

r

式(3) 中的 C ﹒ (0) = J ﹒ α 與 β 是 p*r 矩陣，且

鐵定統計量是以+除以它的攝準差，亦即中的 t

~至 p ﹒在文獻裡'這個理論被稱為 Granger 表現

值﹒如果被定結果+值是顯著地差異於零，則棄

理論，其共整合與誤差修正項可互換，且理論中

卻此假說，亦即表示此兩變數有共整合的關係﹒

的共整合有經濟均街的解釋功能(詳見Lin 與 Kao

3.Augmenled DF regression : Dickey-Fuller 攝張

1992 )

迴歸式是於 Dickey-Fuller 迴歸式中增加 P 個落

三、共整合估計與檢定

遲、差方的殘差變數項如下式:

Engle 與 Granger 的兩步聽法係被定一組非定

一 145 一

蔡月香

Il ê, =

-~ê，_， + ê11lê'_2 +...
+8 pllê,_p + ε，﹒… ..................(7)

åX， =91叫 +ê.x，_. + rðY, +ê2 +E2J

•.••.

(11)

在式 (10)與式(11) 中，如果式(10)的參數。l 與

至於殘差值差分的落遲項目是一直增至 2，

間確定並無相關時為止﹒其磁定統計量為已之 t
值，即積定+但是否顧著地差異於零，姐果是顧

9 2 及式 (11) 的參數。3 與此是聯合地顯著不同於
零﹒則棄卻此虛無假設，亦即在說明變數間有共

整合開係﹒其檢定統計量 UVAR=2.[們+日 •

F.

著地差異於零，則棄卻此虛無價說 ， 也就是在說

翰定式(10)中之。 1 =9 2 =0 • Fl 被定式(11 )中之

明這兩變數間有共整合的關係﹒

。3

=9 4 =0

.如果不能棄卻此假說，則衰示經濟

變數間並無共整合的關係﹒也就是在說明經濟變

4.Restricted VAR

:限制 VAR 共整合誤差糾正式

數的過去值與現在變動之間缺乏顯著的關係﹒

是以下列式(8)與式(9)褻示:

7.Augmented

=ßl'-I +ε1， ..................... (8)
1lX, = ßi• 1 +rll Y, + ε2， .......... (9)
Il Y ,

unrestricted 叫 R. 與 6 同，惟多增

加數個 ðY，_.

• ..• • ðY ， _p 與åX叫，

叫 '-p 等項目﹒直至確保殘差值間並無關係時

為止:其驗定統計量為:

其虛無假說之禎定是由殘差修正係

數。 t 與恥的共同顯著性來決定﹒其檢定統

AUVAR = 2.[F.+F 2 1 、

計值 RVAR 為 ß. 的 t 值平方與恥的 t 值平

方的和﹒若 ß. 與恥的被定結果係共同顯著

接定法與 6 同﹒

地差異於零，則棄卻此假說，亦即表示此
兩變數有共整合的關係﹒此檢定法係說明

上述七種儉定法在 Engle 與 Granger (1987)的

共整合變數可以誤差修正模型來衰示﹒其

「共整合與誤差修正:表現、估計、與彼定」中

殘差修正式隱含著過去偏離均衡條件的

均有詳細的說明﹒

數值能反應在共整合變數 X， 與 Y， 的現在
數值上﹒

肆、台蕉與菲蕉在日本市場上之
5.Augmented restricted VAR

:與 4 同，惟增加數

價格關係與共整合

個落遲的 ðY， 與 ð.X， 項一直至確定此向量自
動迴歸系統的殘差項為自噪音 (white noise) 時

為止﹒其槓定統計量 ARVAR 為仇的 t 值平方

一、變數資料

與恥的 t 值平方之和﹒若 ß. 與恥的共同檢定係
有不等於零的顫著現象，則棄卻此假說，亦即
表示此兩變數有共聾合的關係﹒

6.Unrestricted

格為研究對象，而進口價格資料皆擱自日本書蕉

輸入學會(the Japan banana impo巾的 association)所

VAR ﹒沒有限制 VAR 為:

ðY , =9 tY '_1 +9 2X'_1 +C 1 +E"

研究期間係由民國七十年一月至民國八十二
年六月﹒以輸入日本市場的台蕉與菲蕪的進口價

發行之香蕉統計資料月報，且其交易是以美元為
單位，所以先轉換成美元，並以 日 本的消費者物

.........(10)

價指數平滅，爾佳再以自然對數處理，俾以減少
價格的法動幅度及描述價格的成畏 ~﹒至於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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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率的資料係摘自台灣省統計年報 41 期至 52

對值均小於臨界值 3.73 '由此可知台黨與菲蕪的

期中之世界各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兌換率衰，而

進口價格變數皆是單棍，亦即這些變數皆屬於非

日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係摘自行政院主計處所發

定態現象﹒由衷 1 的單根被定結果亦發現仇與仇

行之物價統計月報中之世界各主要國家消費者物
價總指數表﹒

檢定統計量均小於臨界值，因此徊。可 .=α2=0)和
(α.=0 2=0)1自設均無法被棄卻﹒此隱含著台蕉與菲

二、台蕉與菲蕉在日本市場上之價格
關係

蕪的進口價格變數序列雖然有隨機趨勢，但並無
線性趨勢的現象﹒

表 f 輸入日本之台黨與菲蕉價格之單棍梭定
l 單根槍定

在進行共整合分析前，先做學根被定，藉以
決定每一變數所舍的整合級數﹒以 Dickey-Fuller

攝張迴歸式接定單根﹒ Dickey-Fuller 擴張迴歸式
可寫肩:

2.D.W. : Durbin-Watson

ðlogX , =α 。 +α I t + α 2

3.帥，c 為 ADF 被定帥，仰)，(c)虛無假設下之檢定

1o g X t-I

+L~cl 戶 ， ðlogX ， 吋+

值; a =O .05 之下的臨界值(Fuller
與 Fuller

,

E .....(12)

1976, Dickey

1979)

(a)的， 1=3.73 ; (b)制z斗閱
(c)為仇=649

式 (12) 中的只為一個恆等且獨立分配的聞機
變數. q 值的選擇是由觀察值數目及馬里自噪音

在日本市場中之台蕉與菲蕉價格間是否存在

型態時方做決定﹒而菲蕉與台蕉在目的進口價格

所謂的共整合關係呢?實証艙定結果列於表 2

變數的 q 值是分別被定兩者的落後期數 1 ，2，3 人...

由表 2 共整合被定結果發現除台蕉通關金額對菲

等的 t 值與 F 值，經檢定結果發現兩者的落後期

蕉通關金額的 ADF 及 RAVAR 被定外，其餘的被

數在第二期以後之 t 值及 F 值均不顯著，且兩者

定均有明顯的共整合的跡象，而且圓 1 中顯示兩

的殘差項有明顯的不具自我相闕，故兩者的 q 值
皆取 2

者價格渡動的趨勢一致，所以台蕉與菲蕉價格間

是存在著共整合的關係﹒由此在日本市場中的台

•

至於 Dickey-Fuller 的檢定統計量τ，是αz 與它
的標準差之比值﹒若αz 負值且顯著的不同於零，

則棄卻單根的虛無假設﹒而 Dickey 與 Ful1er (1981)

所提出仇與中3 槍定統計壘，如以式(12)表示，即分

蕉與菲蕪的價格闢係是可以誤差修正的形式來表

示，即如式(13)與式(14)所示﹒

,

llL RJPJT = α 。 +α1 (LRJPJT'_l -LRJPJPt-I)

+rl llL RJPJp' + 9, ….................(13)

別被定徊。可 .=α2=0)和(α 』可2=0)， 0 依此，本研究實
証被定的結果列於表 1

0

0 由衷 1 的單根接定結果

發現台蕉與菲蕉的進口價樁，即ðL即凹P 與

llL RJPJp'

6LRIPJT 的被定值分別為 -2.721 與﹒1. 818 '顯示絕

一 147一

=ßO+ ßI (LRJP.峙 _l- L RlPJTt-I)
+5 I llLRlPJT, + ε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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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輸入日本之台黨與菲蕪價格之共整合艙定
檢定

台蕪通關金額→

菲蕪邁開金額→

統計量

菲蕉通關金額

台蕪通關金額

臨界值

5%

0.386
0.600
0.514
-4 .328
3.370
-3 .807
2DF
-4 .247
3170
-3.145
3ADF
13.600
14.382
18.593
4.RVAR
11.800
18947
10.071
5.ARVAR
18.600
28.798
27.490
6.UVAR
17.900
42.939
51 104
7.AUVAR
註: CRDW ' OF ' ADF ' RVAR ' ARVAR ﹒ UVAR 與 AUVAR '
分別代表 Ourbin-Watson ' Oickey Fuller ' Augmented Di ckey Fuller
Restric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 ' Augmented Restrict Vector Autoregression '
Unrestrict VectorAutoregression 以及 Augmented Unrestrict Vector
I.CRDW

.

Autoregression 之共整合分析檢定值﹒
根據誤差調整模式 (13) 與模式 (14) 敏定台蕉

1

'此可能因為兩者的價格是同時決定的，而並

與菲蕉在日本香蕉市場效率性﹒也就是等於對式

非一者是另外一者的自變數﹒或者可能是受季節

'以及對式(14)檢定。0=0

性的影響，或者也可能是因為遺漏7 其他國家(如

0 倘若無法拒絕式(13)α。，=0與α 戶y ，=1

厄瓜多爾、哥倫比亞)輸入日本市場的影響﹒然

的虛無假設，則式 (13)係說明菲蕉通關金額為台蕉

而，如能將上列的影響因素也列入模型內，則市

通關金額之不偏估計值﹒同攘的，倘若無法棄卻

場效率性之假說或許可能獲得成立﹒實証的結果

。0=0 與自 1=ö 1=1 的虛無假設，則式(14)係表示台蕉

亦顯示菲蕉價格與台蕉價格間為正之關係，換言

通關金額為菲蕉通關金額之不偏估計值﹒由實証

之，如果菲蕉價格上漲，則台蕉價格亦隨之上漲;

檢定結果表 3 得知，不論是由台蕉與菲蕪的學向

反之，如果菲蕉價格下跌，則台蕉價格亦下降，

因果關係來看﹒或是由菲蕉與台蕪的單向因果關

顯然兩價格之間並無競爭闢係﹒

(13)按定α。.=0與α1=Y1=1
與 PI=ö I=O

係而言 ， 皆是拒絕虛無假設，亦即是都不支持市

場效學性之假說﹒這也說明式 (13)菲蕉通關金額前
之係數與式 (14)台蕉通關金額前之係數都不等於

衰 3 輸日市場之台蕉與菲蕉價格的修正膜型的梭定

LRIPJT叫

LRIPIP'.I
變數

INTERCEPT

-L別的 T，.，

國0.040

-0.188
(-) 188)

ð. LRIPJT, -LRIPJP,.

ð. L悶 PJP，

R2

D.W.

.
ð. L別的P

(-2.099)

。 224

F value

。

0088

1620 253.953

0.090

2.493 293.716

(2.184)
@

ð.

LRIP汀

0.035
(1. 938)

-0.178
(-3230)

0 .1 97
(2.184)

註: F value 為被定。 LRIPIP，.i - LRIPJT，o' 與ð. LRIPJT，前之係數皆為 l 之後定值 ﹒
alLRIPπ叫 -LRIPIP'ol 與ð. LRIPIP，前之係數皆為 1 之被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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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蕉與菲蕉在日本市場上之價格行為分析一共整合法之應用

伍、結論

旦旦旦ics

73(4): 1264-73.

Banerjee, A., 1. 1. Dolado, D. F. Hend旬， and G. W.
Smith.

本文以 Eng1e 與 Granger 的七種共整合檢定法

“ Explaining

(1986)

Equilibrium

槍定台蕉與菲黨在日本市場上之價格關係﹒至於

Re1ationships in Econometrics through Static

變數的學根驗定是以 Dickey 與 Fuller 的 ADF 核定

Models: Some Monte Carlo Evidence." Oxford

法來被定之﹒其實証被定結果是台蕉與菲蕪的日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 25378.

本岸價都是單根﹒亦即道兩個變數皆有非定態的

Colem甜，

現象﹒

Daily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fficiency."

再由其共整合被定發現台蕉價格與菲蕉價格

Economic Letters 32: 53-59.

間存在著長期穩定之均衛關係，並且這兩個價格
間有正的關係，即兩者之混或跌同時存在。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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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圓 1 1981-1993年日本歷年進口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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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ice Behavior between
Taiwan Banana and Philippine Banana in
Japan Banana MarketsAn application of Cointegration Approach
Grace Yueh-Hsiang Tsai
Department of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Ping-Tung Polytechnic Institute
Th e spatial price behavior in regional banana markets ís an ímponant indicator of overall
market performance. Engle and Granger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pri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 banana and Philippine banana and also test market efficiency with an errorcorrection method in Japan markets. Markets that are not integrated m叮叮ansfer inaccurate
price information that might diston producer marketing decisions and contribute to inefficient
product movements. Th e results indicate a long-run equilibrium price relationships existed
between Taiwan banana and Philippine banana in Japan banana markets, and al50 shown that

the price relationships are not competitive.
Key Words : cointegration , banana regional market, market efficiency,
error-corre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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