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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法

• 央行的任務之一: 「維護對內與對外幣值之穩定」

• 對外幣值之穩定:名目匯率穩定

• 名目匯率: 1單位外國貨幣可以交換多少本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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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貨幣對美元匯率之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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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為基準點。 新台幣: 1960年為40元, 1975年升值至38元, 變動
率為: (38 − 40)/40 = −0.05

• 各國匯率變動方向不一, 故新台幣不可能對所有貨幣維持穩定;台灣

央行主要控制美元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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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匯率



美元外匯的供給與需求

• 外匯供給:出口廠商所賺入的美元,在外匯市場上出售;

外資匯入美元來台灣買股票,先在外匯市場出售

• 外資: 指台灣以外的國外投資機構或基金,在台灣的證

券交易所買賣投資

• 外匯:外國貨幣、票據及有價證券

• 外匯需求: 進口商需要外匯才能購入國外商品;

外資出售台灣股票,在外匯市場買入美元後匯出

• 2017年外匯市場平均每天的交易量: 78,078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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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外匯的供給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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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之供給線 (1美元交換多少新台幣) 為正斜率, 需求線為負斜率

• 本例之均衡名目匯率為30元 (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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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對匯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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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順差擴大: 若出口增加使外匯市場之供給由 S0增加為 S1, 匯率下
降, 新台幣升值

• 較多的外資來台灣買股票,也使新台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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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與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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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85年, 貿易順差擴大, 為何1986年才開始升值?

• 1979/2: 《管理外匯條例》修訂,在此之前,出口商所賺外匯, 須以官價
賣給央行

• 修訂後, 銀行與廠商才能持有並交易外匯,但央行仍管制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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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 央行干預外匯 (阻升新台幣),對台灣出口商有利,但對美

國出口商不利

• 1980–85年, 美國出現嚴重的貿易逆差; 1985年, Plaza

Accord, 日圓與德國馬克升值

• 1985與86兩年, 美國與台灣展開貿易談判, 新台幣升值

• 台灣央行推出「緩慢升值」政策, 1992年升值至約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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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力平價 (PPP)



名目匯率如何決定?

若匯率是由市場決定,名目匯率會等於多少?

• 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power parity, 簡稱 PPP):

一單位的新台幣應該可以在任何國家買到相同數量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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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力平價 (PPP)

• 以 p代表新台幣計價之本國價格, p∗代表以美元計價之

國外價格, e 為名目匯率

• 套利: 若 p > ep∗, 本國較昂貴, 消費者從國外進口

• 外匯市場上, 美元需求增加, 美元升值 (e上升), 故 PPP 趨

於成立:

p =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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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麥克指數

• The Big Mac index was invented by The Economist in 1986 as

a lighthearted guide to whether currencies are at their

“correct” level.

• It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rchasing-power 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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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麥克指數

大麥克 實際匯率 高估 (+)/
大麥克價格 匯率 (2010.7.21) 低估 (−)

美國 $3.73 - - -

中國 Yuan 13.2 3.5 6.8 −47.8%
歐元區 Euro 3.38 1.1 1.3 −14.1%
日本 日圓 320 85.7 87.2 −1.7%
新加坡 S$ 4.23 1.1 1.4 −17.5%
南韓 Won 3,400 911.0 1204.0 −24.3%
瑞士 SFr 6.50 1.74 1.1 65.7%
台灣 新台幣 $75.00 20.1 32.1 −37.4%

• 各國大麥克 (或 Starbucks) 的價格 「應該相同」

• 台灣大麥克匯率: 75.0/3.73 = 20.1 (PPP 成立下之匯價)

• 新台幣低估: (20.1 − 32.1)/32.1 =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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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麥克指數: 2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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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之成本

• PPP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

• 資訊不足

• 套利花費成本

• 貿易管制或課稅

• 有些商品無法套利 (非貿易財,如房地產, Big Mac)

• 但是, 若物價膨脹率很高, e 應該會反映 (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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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証 PPP: 惡性物價膨脹

• 由 p = ep∗,可導出:

∆p/p = ∆e/e + ∆p∗/p∗

• 以 p 為美國物價, p∗ 為德國物價, e 為美元對馬克之匯率

• 一戰後, 德國出現惡性物價膨脹,但美國物價穩定:

∆p/p = 0, 故 ∆e/e = −∆p∗/p∗ (德國)

• 預測: 德國馬克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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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物價膨脹與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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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 −∆p∗/p∗ (德國馬克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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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匯率

• 名目匯率: 1美元可以交換多少新台幣

• 實質匯率 (real exchange rate):在目前匯率下, 美國1單位

商品能交換台灣多少單位?

實質匯率 =
ep∗

p (1)

• 若 PPP 成立,實質匯率應等於1

• 實質匯率大於1, 表示台灣的商品相對較便宜, 或者, 新台

幣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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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匯率



央行如何干預外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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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順差使美元外匯供給由 S0增加為 S1, 匯率由30變成26 (升值)

• 若央行進場買美元, 需求由 D0增加為 D1, 匯率僅升至29

• 央行買美元,其國外資產 (外匯存底)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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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銷

• 2017年外匯市場平均每天交易量: 780.87億美元, 故央行

須買賣鉅額外匯, 才能影響匯率

• 央行買入外匯時, 準備貨幣 MB增加

• 若買入3億美元 (花費90億新台幣) 才達成匯率目標,但維

持物價穩定應該是新台幣僅增加10億

• 沖銷 (sterilization):出售80億元定期存單 (CDs), 收回80億

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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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貨幣變動之因素 (新台幣百萬元)

國外資產 央行發行 金融機構 對金融

準備貨幣 變動 定期存單 轉存款 機構債權 其他

2000 −59,918 69,077 55,450 364 −212,937 28,128
2003 50,628 1,275,921 −1,044,380 −215,440 135,872 −101,345
2006 124,726 179,310 −235,110 53,698 14,063 112,765
2010 197,829 1,322,549 −784,135 −14,981 −236,266 −89,338
2013 218,668 323,939 −200,660 2,159 213,042 −119,812
2017 146,160 346,386 −292,840 20,000 16,762 55,852

• 2010年,央行買入1,322,549百萬元外匯, 發行784,135百萬元的定期

存單

• 以上的操作有阻升新台幣的效果

• 但央行對外宣稱並無阻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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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穩定

• 動態穩定:

「新台幣匯率 . . . 原則上係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匯率水準。

惟匯市若有季節性或不正常因素干擾 (如熱錢的大量進

出), 本行將適時調節,以維持外匯市場的秩序」

• 熱錢 (hot money):短期匯入/匯出之外幣

• 新台幣匯率政策 (台灣央行, 2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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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穩定或阻升?

• 動態穩定表示央行有時買入美元, 有時賣出

• 若是央行持續買入美元, 即有阻升效果

• 因此, 由央行買賣外匯的帳簿即可知是否有阻升政策

• 但是,台灣央行以往不公開買賣外匯之帳簿

• 2020/3開始公布 (美國財政部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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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證據

• 以往帳簿不公開, 只能看間接證據

• 央行購入之外匯主要用於購買美國公債,公債孳息收入使

外匯存底增加

• 若外匯存底的增加率大約等於美國公債之平均利率,表示

央行時買時賣 (動態穩定)

• 反之, 若外匯存底增加率大於平均利率, 表示有阻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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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國外資產 (GDP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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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99年間,央行國外資產年增率為4.32%; 2000–09年間為12.88%,
而美國公債利率不超過5%

• 阻升: 1985–1988年, 2001–2003; 2008–2010年

• 阻貶: 1995–1996年 (中國兩度對台灣附近海域發射飛彈);
1997年底亞洲金融危機 (Asia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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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存底: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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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存底: 2020年再度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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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國外資產與外匯存底

• 央行國外資產:外匯存底加上黃金

• 2020年3月, 楊金龍在立法院報告,外界才知道,央行以往

公佈的 「外匯存底」並未包含貸放給本國金融業的外匯以

及換匯 (swap)

• 未計入之金額為1,380億美元 (2020/3), 占公佈之官方準

備資產28.5% (外匯存底與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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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制度

• 浮動匯率制度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或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匯率由供需均衡決定

• 固定匯率制度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央行管制外匯

持有或干預外匯市場,使匯率維持固定

• 管理式浮動匯率制度 (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匯率基本上由外匯市場之供需均衡決定,但央

行偶而買賣外匯以影響匯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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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升政策與熱錢: 19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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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 匯率40元,台美談判後; NT 開始升值

• 假設不干預, 民眾預期均衡匯率為30 (e 點)

• 央行擔心升值太快, 進場買匯 (D0 → D1緩升政策) 匯率為 f 點。 但市

場預期 e 點, 熱錢流入: S0 → S2 干預使熱錢流入

• 央行再買匯 (D1 → D2); 熱錢再流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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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寬鬆政策 (QE)



量化寬鬆政策

• 2007–08年的金融海嘯使美國陷入衰退,台灣與一些國家

的央行阻升

• 2008年12月, Fed 宣布量化寬鬆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簡稱為 QE), 買入長期公債,公債價格上升, 長期利率下降

• 量化寬鬆政策: 非傳統貨幣政策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宣告買多少公債 (數量)

4. 量化寬鬆政策 (QE) 30 / 40



公債價格與報酬率

• 若公債面值10萬美元,則到期時持有人可收回10萬美元

• 公債價格係競標決定: 若為一年期, 成交價格是9.6萬美

元,則利率等於 (10 − 9.6)/9.6 = 4.17%

• 若 Fed加入競標使公債價格上升為9.7萬美元,利率下降

為 (10 − 9.7)/9.7 =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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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量化寬鬆

長期利率下降之影響

• 提升廠商投資意願, 刺激股票與房地產市場

• 財富效果使家庭增加支出, 提振景氣

• QE原為利率政策,但有造成美元貶值的效果:

許多國家的央行的外匯存底是美國政府公債。若美國公

債利率下降,各國央行將出售, 把資金移往其他國家, 這將

使美元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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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戰爭

• Fed主席柏南克 (Bernanke) 於2010年點名中國,台灣, 新

加坡, 泰國等國家干預外匯市場 (“strategy of currency

undervaluation”)

• 巴西財長 (2010): 貨幣戰爭 (currency war) 已經爆發;並點

名日本,南韓, 與台灣的央行, 干預外匯市場

• Currency Wars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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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制度

• 台灣央行干預外匯,其他國家央行也會

• 若各國同時干預外匯市場?

匯率不變,但各國貨幣供給增加, 物價膨脹

• 柏南克 (2012) 建議: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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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央行的過去與未來



央行盈餘:台灣 vs. 美國億美元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美國 969 1,171 915 806 654
台灣 59.3 56.6 55.7 59.2 59.8

• 2017年, Fed 盈餘繳庫占聯邦政府歲入: 2.4%

• 2017年,台灣央行盈餘繳庫 (新台幣1,801億元), 占中央政府歲入比:
9.4%; 2001–19年, 10.5%

• 行政院前主計長劉三錡就對央行的貢獻,感謝連連, 「政府應該頒一個

金質獎章給彭總裁!」 (《天下雜誌》, 20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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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盈餘哪裡來?

央行盈餘:

央行盈餘 =利差 × 金融資產

• 利差 (interest spread) ≡ 貸出利率 −借入利率

• 央行如何賺大錢:增加國外資產 + 擴大利差

• 如何增加國外資產? 努力阻升新台幣

• 如何擴大利差?台灣央行無法影響美國公債利率,但寬

鬆貨幣政策可以使本國利率下降,利率低到不能再低

5. 台灣央行的過去與未來 36 / 40



央行盈餘 占財政歲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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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利率差異」: 美國10年公債利率減台灣隔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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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差與金融資產

央行盈餘繳庫的錢是誰交的?

• 低利率:存款人的利息收入減少

• 阻升: 消費者與進口商購買進口品付較高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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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高盈餘政策

• 低利率:犧牲存款者

• 阻升:對消費者與進口商不利;對出口有利,但廠商產業升

級的誘因降低

• 台灣財政結構不健全的問題隱而不顯

• 央行總裁在中央政府內的地位提昇

• 此外,央行國外資產如何管理,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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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政策?

• 「本行職責為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不會為了盈餘繳庫, 影

響政策操作, . . . 世界主要國家央行多須依法辦理盈餘繳

庫, 與本行做法相同」 (匯率政策之說明, 2019.5.2, p. 4)

• 阻升政策以往也有,但低利率與阻升大約在2000年彭匯

南上任後之後努力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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