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架構 

     

在上個世紀六十年代初期，Mundell 和 Fleming 首先提出開放經濟條件下，

一國的總體經濟政策在不同匯率制度下的政策有效性理論，此即為著名的

Mundell-Fleming 模型。到了上個世紀九十年代，由於發生三次重大的金融危機，

M-F 模型又重新受到學術界重視，Krugman 即以此為基礎，提出了著名的三元

悖論，用以解釋亞洲金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同時，國際金融領域也出現了所謂

的「新匯率制度選擇理論」，這些理論包括匯率政策目標方法、固定匯率已死假

說、懼怕浮動論、中間制度消失論等。在應用上述理論解釋人民幣匯率政策的

選擇時，必須對中國轉型經濟條件下的制度性與結構性制約因素加以考慮，不

能直接照搬西方理論。 

第一節  開放經濟的三元悖論 

一、Mundell-Fleming 模型 

    早在 1960 年代初期，Fleming(1962)和 Mundell(1963,1968)通過其經典的

Mundell-Fleming 模型(以下簡稱 M-F 模型)，為不同匯率制度下的政策效果評價

提供了一個非常有用的分析架構。M-F 模型的一個重要結論是：對於開放經濟

體而言，如果採取固定匯率制度安排，則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如果採取浮動匯

率制度安排，則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M-F 模型認為，固定匯率制度下貨幣政策之所以無效，是由於在這種制度

下，當一國央行企圖透過增加貨幣供給量來降低利率、刺激總需求時，本國利

率水準一旦下降後，在資本自由流動的條件下，會引起資本外流，並對匯率形

成貶值壓力。在固定匯率制度下，央行為了維持匯率的穩定，會被迫在外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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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賣出外匯、買入本幣。這會使貨幣供給減少，從而使央行增加貨幣供給、降

低利率、刺激需求、增加產出的努力發生逆轉，並最終導致政策失效。因此，

在固定匯率下，貨幣當局不能自主決定貨幣供給，也不能有效影響利率與產出

水準，所以貨幣政策是無效的。 

M-F 模型認為，固定匯率對一國貨幣政策制定者提出挑戰，這些政策制定

者既要實現本國經濟的外部均衡，又要實現經濟的內部均衡。在短期和中期內，

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往往難以兼顧，一國政府如果只追求外部均衡而置國內通

脹和失業不顧，那麼即使國際收支達到了完美的平衡，國內壓力仍然很大；反

之，一國政府如果只考慮用貨幣政策控制國內產出，則可能會擴大國際收支逆

差或順差，進而破壞保持匯率不變的承諾。 

儘管 Fleming 與 Mundell 的經典著作都是在討論貨幣政策在固定匯率及浮動

匯率的相對產出效果，然由於他們在資本移動性大小及貨幣當局是否實施沖銷

方面各有不同的假定，因而推演的結論也就有所差異。在資本於國際間不完全

移動及貨幣當局實施完全沖銷措施的前提下，Fleming 發現以下命題：不管資本

移動性大小如何，貨幣政策在浮動匯率的乘數一定大於固定匯率的乘數。另一

方面，Mundell 則採用完全相反的假定，在國際間資本完全移動及貨幣當局不採

取任何沖銷措施的假定下，得到以下的命題：貨幣政策在固定匯率完全無效，

但在浮動匯率最為有效(賴景昌，1993)。 

二、Krugman 三角模型 

在 M-F 模型的基礎上，Krugman(1999,2003)提出「不可能的三角」(the 

impossible triangle)或「不可能的三位一體」(the impossible trinity)模型，或稱為

「三元悖論」(principle of the trilemma)。Krugman 指出，各國在貨幣政策的自主

性、匯率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流動性三個目標中，從理論上講只能實現兩個，

不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意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獨立性、匯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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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流動三個目標不可能同時實現，各國只能選擇其中兩個較

為重要的目標。 

根據三元悖論模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來說，資本自由流動、固定匯率制

度及自主的貨幣政策是不相容的，即三者不可兼得。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帳戶

尚未開放，那麼它既能保持自主的貨幣政策，又能自由選擇匯率制度。如果一

國已經實行資本帳戶自由化，允許資本自由流動，那麼它若要保持貨幣政策的

自主性，就必須實行浮動匯率制度；若要採用固定匯率制度，就必須放棄自主

的貨幣政策。 

三元悖論反映了開放經濟下經濟體系內部蘊含的矛盾，即在開放經濟條件

下，一國貨幣當局面臨多重相互交織、相互矛盾的目標時必須有所取捨，而這

一取捨必須針對各國當時的經濟運行狀況。西方發達國家在 1973 年後實行浮動

匯率制度，以資本完全流動和本國貨幣政策自主性為目標，放棄匯率的穩定性。

其原因在於已開發國家對於匯率不穩定的承受能力較強，而這又是由於國際資

本市場對已開發國家的信心較強，使發達國家貨幣貶值不致於過度。相反，對

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不足，結果往往造成

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的壓力下過度貶值。因此，Krugman

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選擇本國貨幣政策自主性和匯率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

全自由移動。 

三、三元悖論的圖解 

接著，以圖形進一步說明三元悖論的理論與政策意涵。圖 2-1 中的三角形三

個角分別代表匯率的穩定(以 A 表示)，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以 B 表示)，資本的自

由移動(以 C 表示)。三角形的三個邊則分別代表上述三個目標的選擇狀況：AB

段代表的是選擇匯率的穩定與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放棄資本的自由移動)，BC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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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選擇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與資本的自由移動(放棄匯率的穩定)，AC 段代表

的是選擇匯率的穩定與資本的自由移動(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匯率的穩定性 

A 
 
                    布列敦森林體系              金本位制度與歐洲貨幣聯盟 

                    (1944-1973 年)                (1871-1914 年)/(1999 年迄今)    

 
B                      C 

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牙買加貨幣體系   資本的自由流動 
   (1976 年迄今) 

 
         資料來源：王磊、袁康(2003)，「貨幣替代與中國貨幣政策獨立性分析」，《金融與保 

險》，第 12 期，頁 38-41。 

圖 2-1  三元悖論及貨幣制度變遷圖 

 

從圖 2-1 也可以看出國際貨幣制度變遷與三元悖論的關係，從 1871 年金本

位制度實施以來，國際貨幣體系經歷了金本位制度(選擇匯率穩定與資本自由流

動，即 AC 段)、布列敦森林體系(選擇匯率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即 AB 段)、牙

買加貨幣體系(選擇貨幣政策自主與資本自由流動，即 BC 段)、歐洲貨幣聯盟(選

擇匯率穩定與資本自由流動，即 AC 段)的歷程。 

    事實上，圖 2-1 表示的是一種角點解(corner solution)。但在現實世界中，一

國可能選擇中間匯率機制(intermediary exchange rate regimes)，也可能讓資本有條

件 地 的 自 由 移 動 ， 或 是 讓 貨 幣 政 策 部 分 地 受 制 於 他 國 。 Bakardzhieva 和

Karmar(2005)即指出，在現實中的政策綜合(policy mix)會出現如圖 2-2 的情況，

亦即一國政策目標的選擇會出現在三角形內部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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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率的穩定 
A 

 
                資本管制                     最適通貨區 
                                             或通貨局制 
 

B                      C 
             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資本的自由移動 

                              

匯率高度波動 

圖 2-2  Bakardzhieva 和 Karmar 的三元悖論政策綜合圖解 

 

易綱與湯炫(2000,2001)則總結 M-F 模型和 Krugman 三角為「Mundell- 

Krugman 不可能三角形」，並提出 X+Y+M=2 定理。如圖 2-3 所示，三角形的三

條邊是每個中央銀行都希望得到的：第一個邊代表資本完全自由流動(Y=1)，即

資本不應該被管制；第二條邊代表貨幣政策完全自主(M=1)，即中央銀行能夠自

主地根據國內的經濟形勢制定貨幣政策；第三條邊代表匯率穩定(X=1)，即中央

銀行希望本國貨幣的對外價值穩定。根據「Mundell-Krugman 不可能三角形」定

理，X、Y、M 三者之和必定等於 2，即 X+Y+M=2。例如，一國選擇貨幣政策

的自主，因此 M 接近 1 或等於 1，而隨著對外開放不斷擴大，資本自由流動不

斷增加，因此 Y 越來越接近 1 或等於 1，在此情況下，根據 X+Y+M=2 定理，

變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 X 值趨近於 0，意即匯率要朝向具有彈性的浮動匯率方向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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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率完全自由浮動(X=0) 
 

OECD 
 
                             

資本完全自由流動(Y=1)               貨幣完全獨立(M=1) 
 
 

香港                          中國 

匯率穩定(X=1) 

貨幣局制度(M=0)                      資本完全控制(Y=0) 

圖 2-3  易綱的三元悖論角點圖解 

 

圖 2-3 中的三角形三個角點表示三種匯率制度。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角點表示選擇匯率完全自由浮動，大多數 OECD 國家如美國、日本等都處於這

個角點上，它佔據了兩條邊，即資本完全自由流動和獨立的貨幣政策，但是它

沒有穩定的匯率。香港貨幣當局也佔據了兩條邊，即資本完全自由流動和匯率

穩定，但香港貨幣當局不具有貨幣政策的獨立性。中國也佔據兩條邊，即可以

獨立制定貨幣政策和保持匯率穩定，但中國要實行外匯管制，資本就不能自由

流動。 

 

第二節  新匯率制度選擇理論 

1990 年代以來，國際金融領域出現了所謂的「新匯率制度選擇理論」，這些

理論包括匯率政策目標方法、固定匯率已死假說、懼怕浮動論、中間制度消失

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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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匯率政策目標方法 

    Corden(1993)指出，匯率政策的兩種方法為實質目標方法(real target approach)

和名目錨方法(nominal anchor approach)。匯率政策的實質目標法是指名目匯率是

一項政策工具，通過經常或偶爾的匯率變動以獲得實質目標如經常收支、貿易

收支的改善。例如，一國常採用貨幣名目貶值，從而使貨幣實質匯率下浮，改

善貿易收支。名目錨方法是指一國貨幣匯率釘住低通貨膨脹國家貨幣，是為了

進口低通貨膨脹。發展中國家發行貨幣彌補巨額的財政赤字，從而貨幣發行過

多，導致惡性通貨膨脹，為了遏制惡性通貨膨脹，發展中國家採取穩定計劃，

實行釘住匯率是穩定計劃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實行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

策，從而降低本國。在名目錨方法中，承諾釘住匯率必須可靠，政府不再發行

貨幣彌補財政赤字，即財政紀律。 

二、固定匯率已死假說 

在固定匯率制度與資本自由流動的關係上，Obsfeld 和 Rogoff(1995)提出「固

定匯率已死」(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的假設，認為固定匯率制

度在資本自由流動的情況下，其維持成本是相當高的，因此他們建議一國應該

開始轉向更靈活的匯率制度。 

三、懼怕浮動論 

Calvo 和 Reinhart(2000)則提出「懼怕浮動論」(fear of floating hypothesis)加

以反駁，認為在亞洲金融危機之後，隨著固定釘住匯率制度的崩潰，許多國家

並沒有轉向浮動匯率制度，而是採取了相反的做法；而在一些聲稱允許其貨幣

自由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卻在外匯市場上積極干預匯率，以將匯率維持在對一

些貨幣的狹小區間內。這反映了這些國家對大規模的匯率波動存在一種長期的

懼怕。懼怕浮動的原因是因為在這些國家，貨幣貶值具有緊縮效果，而這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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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長期缺乏公信力有關。 

四、中間制度消失論 

在匯率制度選擇的新理論中，Eichengreen 與 Masson(1994,1998)提出「中間

制度消失論」(the hypothese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regime)，是目前爭議最

大、最富挑戰性的理論。Eichengreen 與 Masson 離開浮動和固定之爭，將焦點放

在兩極匯率制度和中間匯率制度的比較和選擇上。該理論的要點是，唯一可持

久的匯率制度是自由浮動制或是具有強硬承諾機制的固定匯率制(如貨幣聯盟和

貨幣局制度)，介於兩者之間的中間匯率制度(intermediate regime)則正在消失或

應當消失。中間制度消失論假說的主要理論依據是三元悖論，即在理論上，固

定匯率、資本自由流動和自主的貨幣政策這三者之間，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兩

個目標，任何同時實現三個目標的嘗試都可能以貨幣危機而告終。 

上述分析的政策意涵是，如果貨幣當局要保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同時又

要開放資本帳，就要選擇浮動匯率制度。這一分析的另一個隱含的建議是，如

果貨幣當局願意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那麼選擇實行固定匯率制度是完全可

行的。因此，中間制度消失論的兩極觀點，實際上是建立在資本帳自由化程度

較高的前提假設下的。因此，對於中間制度消失論，Summers(2000)即從三元悖

論的觀點加以解釋。Summers 的研究發現 1990 年代的貨幣危機的根源不是財政

赤字和經常帳危機，而是銀行和金融部門嚴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資本的流入。他

指出，在金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流動的情況下，固定匯率制度的表現是非常糟

糕的，他認為選擇正確的匯率制度就意味著「從可調整的釘住匯率這樣的中間

匯率向兩極匯率制度(浮動或固定匯率制度)移動，如果必要的話可通過放棄貨幣

政策自主來支持」。 

在實現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方面，Bhagwati(1998)和 Rodrik(1998)皆認為，發

展中國家應該保留或者恢復對資本流動的限制，以便在享受匯率穩定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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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擁有運用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面對金融危機的時候，一些開發中國家推遲

了開放其資本帳的計劃，一些已經實行資本流動自由化的國家則考慮重新實施

限制的可能性。一些開發中國家保留了對匯率的控制，特別限制私人資本的流

動，雖然有許多逃避這種控制的方法，但它們確實減慢了資本的流動，結果使

這些國家可以在更長的時間內釘住匯率，帶來匯率的穩定性，但是偶爾會讓貨

幣貶值以提供相當程度的貨幣政策自主性。 

第三節  中國轉型經濟的制約 

    在應用上述理論解釋人民幣匯率政策的選擇因素時，必須對中國轉型經濟

條件下的制度性與結構性制約因素加以考慮，不能直接照搬理論。 

邊裕淵(2005)認為，雖然從各種理論測度人民幣的幣值有明顯的被低估，然

而由於中國的經濟體制與西方國家所認定的仍有差距，因此除了國際間一般認

為國際收支的順差高，外匯存底增加快速等因素外，尚有一些是結構性或制度

性的因素，以致真實的外匯需求無從顯現。 

蔡慧美、高長與陳元保(2005)認為，影響人民幣匯率的經濟性因素很多，但

由於中國的制度性干擾，國際貨幣金融的主要基本理論並不足以全然解釋、分

析人民幣匯率的走勢。目前中國仍然是一個「人治」的國家，基本決策模式是

「由上到下」型，決策者個人的政策意向幾可主導決策走向，這項政策決策因

素甚難避免。 

李婧(2004)認為，用傳統的 M-F 模型和最是通貨區理論解釋人民幣對美元的

釘住不是很有說服力。我們可以根據中國轉軌經濟的特點和目前匯率制度選擇

理論的新發展來詮釋這一選擇。人民幣匯率制度的選擇與中國金融市場不完全

所導致的「原罪」有關，同時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特點使得政府害怕浮動匯率，

出口導向的對外貿易政策和中國對外經濟中的重商主義傾向，使得人民幣匯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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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遲不能浮動。 

吳超林(2002)認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果不理想，主要不是政策本身的原

因，而是政策背後的市場基礎和制度條件不完善的原因。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

堅實的市場基礎與制度條件出發，可以將宏觀調控政策區分為內生的制度安排

與外生的制度安排兩類。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是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

市場制度邏輯一致的傳導條件，以及能對政策信號做出理性反應的微觀個體；

相對而言，如果市場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不完善的市場基礎與

制度條件下進行的，那麼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於市場制度的安排。一般

而言，在政策有效的邊界範圍內，內生安排的政策效果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政

策效果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汪小亞(2003)認為，中國目前還處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市場化程度不高。

這主要表現在：利率是管制的，利率不完全取決於市場供需，與發達的市場經

濟國家相比，中國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利率彈性較低；人民幣匯率是缺乏

彈性的，外匯供需的變化主要反映在外匯存底的變化上；資本帳尚未開放，國

際資本流動受到嚴格管制。這些轉軌時期特有的制度因素，限制了市場經濟條

件下的利率—匯率傳導機制發揮作用，利率—國際收支—匯率傳導過程中的一

些經濟變數之間的關係在某種程度上被削弱。 

易憲容(2002)認為，人民幣匯率的超穩定態勢是制度分割使然。所謂的制度

分割就是以制度安排的方式將市場分割成不同的部分，從而阻礙資源的自主選

擇與自由流動，造成社會資源的低效率與無效率的分配。中國的外匯管理制度

將整個外匯市場分割成兩個互不關聯的市場，一個是外匯指定銀行與企業之間

的結售匯市場；另一個是外匯指定銀行與中國人民銀行共同參加的國家外匯交

易中心。在這種制度安排下，中國對外匯市場供需關係的管制具有較強的計畫

性質，使得市場既不能生成反映外匯市場供需的自主行為主體，匯率也不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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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由全部外匯供需關係所決定的均衡水準，因而無法引導外匯資源的有效配置。 

    姜波克、傅浩與錢鋼(1999)針對 M-F 理論在中國的適用性研究發現，該理論

具有兩個主要缺陷：其一是中國商品市場和金融市場開放的不對稱，其二是中

國資本管制的不對稱。從商品市場和金融市場開放的不對稱來看，由於中國商

品市場對外開放程度較高，而金融市場開放程度較低，因此在固定匯率政策下，

中國貨幣政策的變動不會引發大規模的資本流動，中國貨幣政策在影響其國內

經濟目標上的效果仍是比較強的。由於中國貿易部門開放程度高而金融部門開

放程度低，中國金融市場難以透過國內外資本的流動來調節總體經濟的失衡，

外部均衡的壓力幾乎全部集中在貿易部門上，使得中國的貿易部門往往處在擴

張—困難的循環中。 

    從中國對資本管制的不對稱來看，中國資本管制的不對稱實際上形成了一

種資本流動的僵性。在中國資本報酬率高的時候，國外資本持續流入謀取較高

的報酬，中國為防止經濟過熱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難以發揮作

用。反之，在中國資本報酬率趨於下降時，國外資本原本應該增加資本流出，

但在中國資本流出管制較嚴的情況下，這一管道幾乎無法發揮作用。中國資本

管制的不對稱使利率平價理論在中國的作用也是不對稱的，意即當中國的實際

利率高於外國的實際利率時，小規模的利率上調將導致較大量的資本流入，從

而匯率必須做較大變動才能維持外部均衡。換言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較容易

引起資本內流；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則較不易引起資本外流。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分析架構 

在回顧了上述文獻後，本論文建立了一個人民幣匯率政策選擇因素的分析

架構，如圖 2-1 所示。在此架構中，人民幣匯率政策選擇為被解釋項，國際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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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流動與貨幣政策為解釋項，被解釋項與解釋項都受到中國轉型經濟的制度

與結構制約。制度制約是指，中國經濟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微觀行為

非市場化傾向；結構制約是指，中國經濟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經濟結

構非合理化傾向。這些制度性與結構性的制約環境會影響國際貿易、資本流動

與貨幣政策因素，進而人民幣匯率政策的選擇。 

在國際貿易因素方面，出口貿易競爭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貿易夥伴的壓

力，是人民幣匯率政策選擇的三個指標；在資本流動方面，資本管制政策、資

本流動情況與中美利率差距，是人民幣匯率政策選擇的三個指標；在貨幣政策

方面，貨幣政策取向、外匯佔款沖銷與利率匯率衝突是人民幣匯率政策選擇的

三個主要判斷指標。 

 

轉型經濟的制度與結構環境 

 
        國際貿易因素          資本流動因素          貨幣政策因素 
 
               
 
      出口貿易競爭力          資本管制政策          貨幣政策取向 
      產業結構的調整          資本流動情況          外匯佔款沖銷 
      貿易夥伴的壓力          中美利率差距          利率匯率衝突 
 
       

 
                                            
 
                          人民幣匯率政策的選擇 
                           

圖 2-4  分析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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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藉由相關文獻、政策宣示與統計資料，對上述分析架構中的各主

要指標進行分析，以此解釋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率政策的選擇行為。以下

就上述架構中的主要指標衡量方法說明如下。 

(一) 資本自由流動的衡量 

由於不存在全球性管轄機構，與經常帳可兌換具有明確的定義(即 IMF 第八

條款的內容)不同，國際上對於資本帳的開放或可兌換迄今尚未形成統一的權威

性定義。目前較有影響的定義性說明大致有以下兩種。第一種定義認為，資本

帳開放是指對國際資本交易不進行跨國界的控制或者徵收相應的稅收或者實行

補貼。第二種定義認為，資本帳開放是指避免對跨國界的資本交易及與之相關

的支付和轉移的限制，避免實行歧視性的貨幣安排，避免對跨國資本交易徵稅

或補貼(張禮卿，2004)。 

根據上述定義，所謂資本帳開放，簡言之就是指不對資本跨國界交易進行

直接限制或對其採取可能影響其交易成本的相關措施。張禮卿提出幾點值得注

意與強調的觀點：第一，與經常帳可兌換不同，資本帳開放並不僅僅限於取消

匯兌與支付方面的限制，而且應包括取消對交易本身的限制；第二，資本帳的

開放不僅包括取消各種針對資本移動的直接限制，而且包括取消各種對資本交

易成本具有影響的相關措施，如交易稅收和補貼；第三，資本帳開放包括單一

匯率或非歧視性匯率的要求，但並不一定要求實行自由市場匯率，因為不能排

除實行「硬釘住匯率安排」(hard peg)或貨幣局安排的國家採取資本帳開放的可

能性。 

因此，所謂資本帳開放(capital account opening)、資本帳可兌換(capital acc- 

ount convertibility)和資本帳自由化(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皆是指一國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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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跨境移動沒有任何限制，包括取消跨境資本交易本身的管制，以及取消與資

本交易相關的外匯管制，因此又可稱為資本完全移動 (perfect mobility of 

capital)；如果一國對於資本的跨境移動加以管制，則稱為資本管制(capital 

control)。 

    要衡量一國的資本自由流動程度、資本帳開放程度，或是資本管制的有效

性，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儘管許多學者進行各種嘗試，但迄今仍未形成最

具說服力的衡量方法。考慮到定量分析的困難，金勞與李子奈(2005)認為，評價

資本管制有效性的主要方法是衡量資本管制對資本流動和政策目標的影響，關

鍵是分析資本管制能否對總體經濟變數產生可衡量的影響。文獻中常用的方法

包括：分析國內與國際利率的差異、資本流量及其構成、外匯存底的變化、匯

率穩定的壓力、逃避管制的情況等。 

    利用金勞與李子奈提出衡量資本管制有效性的方法，本文試圖從以下四方

面衡量中國資本自由流動程度。換言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與資本自由流動程

度是一體兩面，在衡量方法上是相通的。 

1. 從資本帳管制政策進行分析 

中國的資本管制與開放是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主要分類項目進行的，按

照資本帳交易管制與資本帳匯兌管制加以區分。因此，根據中國對這些項目的

管制與開放政策的演變，可以大致看出中國資本帳開放的程度。 

根據國際貨幣基金(IMF)於 1993 年出版的第五版國際收支手冊，國際收支平

衡表包括經常帳、資本帳與金融帳三大帳戶。其中資本帳包括資本移轉(如債務

免除和移民)與非生產性、非金融性資產(如專利權、商譽等無形資產)的取得與

處分。金融帳包括金融資產與金融負債，根據投資種類或功能分為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等三個子項目。 

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經常帳戶、資本和金融帳戶、準備資產、淨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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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與遺漏等四大帳戶(詳見附錄一)。中國的直接投資是指一國居民對另一國居民

企業以獲得持久性利益為目的的投資，包括外國(含台港澳，以下同)在中國的投

資以及中國在外國的投資。證券投資是指外國購買中國在境外發行的或境內發

行的以外幣計價的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以及中國購買外國發行的有價證券

等。其他投資是指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以外的投資，包括貿易信貸、貸款、貨

幣及存款等(管濤，2003)。 

2. 從資本流動性情況進行分析 

資本流動會對一國總體經濟產生影響，這可從數量和價格兩個方面考慮。

在資本流動的數量影響方面，資本的流入與流出會增加或減少一國的投資和消

費水準，進而影響一國的經濟總量。因此，利用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帳

的資本流入和資本流出佔GDP的比重大小，可以衡量中國資本流動的開放程度

(王曉春，2005)。可以用以下兩個指標來衡量：(1)Q1=KI/GDP；(2)Q2=KO/GDP。

其中的Q1是指資本流入額(KI)佔GDP的比重；Q2是指資本流出額(KO)佔GDP的比

重。Q1與Q2越高，則表示中國資本流動的開放程度越高，反之亦然。 

3. 從誤差與遺漏項目進行分析 

一般來說，不正常的資本流動主要有兩種形式：一種是資本外逃，是指從

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不正常資本流動；另一種就是國際熱錢，是指國際上

追求短期、高報酬的資本流動。儘管研究非正常資本流動的方法各異、結論也

不盡相同，但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外匯管制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平衡

表中的淨誤差與遺漏的變動，可以作為觀察非正常資本流動的一個重要指標。

淨誤差與遺漏作為國際收支平衡表的一個平衡項目，當國際收支借方總額大於

貸方總額時，其差額計入淨誤差與遺漏的貸方；反之，則計入借方。 

當淨誤差與遺漏出現在借方(為負數)時，表示資本流出被低估，即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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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的資本外逃；反之，則表示資本流入被低估，即存在一定數量的國際熱錢。

淨誤差與遺漏項目金額的大小，能夠在一定程度上反映一國國際收支統計質量

的高低。另外，本文也利用「疑似國際投機熱錢＝外匯存底增量－直接投資增

量－貿易餘額」公式，概略估計流入中國的國際熱錢。 

4. 從中美兩國利差進行分析 

    資本帳戶的開放程度，是在一定期間內資本流動對一國經濟影響程度的估

計。要估測中國資本帳戶的開放程度，其基礎是一國金融資產必須具有較為可

信的價格體系。而至今中國利率市場化改革進程尚未完成，因此要估測中國資

本帳戶的開放程度較為困難。可利用一國國內利率與世界利率的聯繫程度來衡

量資本帳戶開放程度。在資本自由流動的前提下，國內利率和國外利率應符合

利率平價關係，即一國國內利率加上該國預期匯率變化率應等於國外利率。當

兩國之間存在不同的利率水準時，國際套利資本的流動會使兩國利差消失，或

是使有關貨幣匯率發生變動，以維持利率平價關係。所以，檢驗一國的利率和

世界利率間是否符合利率平價關係，是檢驗資本自由流動程度的重要方法。 

    在資本流動對一國總體層面的價格影響方面，資本的流動會引起一國對外

淨資產的變化，這將導致該國貨幣供給的變化，從而影響一國貨幣的價格—利

率水準。相對地，一國利率水準的變化也會透過利率平價影響資本的流動。因

此，資本流動開放程度的價格開放度，主要衡量資本流動對一國的金融資產價

格，特別是利率的影響程度。 

在資料處理上，本文利用行政院經建會出版的《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與

《國際經濟動態指標》，蒐集有關中美兩國的重貼現率與基本利率的各年資料。

其次利用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公佈的聯邦基金利率(美國銀行間隔夜拆借利率)

水準與中國人民銀行公佈的中國金融機構存貸款基準利率(以一年期存貸款基準

利率為主)水準的差異，可以觀察中美兩國利率的差異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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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貨幣政策自主性的衡量 

    貨幣政策自主性的定義有多種方法。衡量貨幣政策自主性的一種標準是：

貨幣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依據本國經濟情況，還是受到外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Clarida, Gali 和 Gertler(1998)以及 Ball(1999)利用貨幣政策反應函數來檢驗經濟合

作暨開發組織(OECD)國家的利率主要是由本國的兩個缺口(預期產出水準和實

際產出水準的缺口，預期通貨膨脹率和實際通貨膨脹率的缺口)所決定，還是受

到外國貨幣政策決策的影響。 

貨幣政策自主性的另一種定義為外國利率對本國利率的傳導程度，以及本

國利率對偏離缺口的調整速度，以 Bertola 和 Svensson(1993)提出的目標區模型

為基礎，模型重要假設是無拋補利率平價條件。目標區模型認為在目標區可信

的前提下，允許本國利率暫時偏離外國利率，對於匯率制度和貨幣政策自主性

之間的關係來說，如果本國政策是可信的，而且貨幣當局(中央銀行)主要依據本

國經濟情況(如通貨膨脹率和產出水準)制定貨幣政策，則一國匯率制度越靈活，

就越能享有更多的貨幣政策自主性。 

1. 從外匯佔款與基礎貨幣進行分析 

外匯存底的變化會反映在中國人民銀行的資產負債表(詳見附錄二)，中國外

匯存底的快速增加，使得中國的外匯佔款投放不斷擴大，中國人民銀行資產負

債表中的「國外資產」(foreign assets)項下的「外匯」(foreign exchange)，對「準

備貨幣」(reserve money)項下的「貨幣發行」(currency issue)的影響越來越大。在

中國現行銀行結售匯制度下，中國人民銀行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

幣即形成所謂的外匯佔款，反映在「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的「國外資產」

項下的「外匯」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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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佔款是指銀行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銀行購買外匯形

成本國貨幣投放，所購買的外匯資產構成銀行的外匯存底。中國在 1994 年對外

匯體制實行重大改革，在「經常帳可兌換，資本帳外匯管理」的架構下實行銀

行結售匯制度，即企業將外匯出售給商業銀行後，商業銀行在銀行間外匯市場

上將外匯賣給中國人民銀行或其他商業銀行。由於銀行結售匯制由銀行櫃檯結

售匯市場和銀行間外匯市場兩層市場組成，兩個市場上外匯供需都存在管制僵

性。外匯佔款也就相應具有兩種涵義：(1)是中國人民銀行在銀行間外匯市場中

收購外匯所形成的人民幣投放；(2)是統一考慮銀行櫃檯市場與銀行間外匯市場

兩個市場的整個銀行體系(包括中國人民銀行與商業銀行)收購外匯所形成的人

民幣投放。其中前一種外匯佔款屬於中國人民銀行購匯行為，反映在「貨幣當

局資產負債表」中。後一種外匯佔款屬於整個銀行體系的購匯行為，反映在「全

部金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 

首先，本文利用中國國家外匯管理局公佈的「國際收支平衡表」，觀察中國

外匯存底的變動及其所包含的內容。其次，本文利用中國人民銀行公佈的「貨

幣當局資產負債表」，觀察中國人民銀行在外匯市場調節外匯存底的情況，此舉

反映在中國人民銀行資產負債表「國外資產」項下「外匯」科目的變動。中國

人民銀行在外匯市場調節外匯存底的同時，也會影響市場上人民幣的數量，此

舉會反映在中國人民銀行資產負債表「準備貨幣」項下的「貨幣發行」科目的

變動，形成所謂的外匯佔款。中國人民銀行資產負債表中的「準備貨幣」科目

即所謂的基礎貨幣(monetary base)，基礎貨幣再乘上貨幣乘數(money multiplier)

即構成貨幣供給。因此，利用中國人民銀行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佔款佔基礎貨

幣的比重(包括存量比與增量比)，可以觀察中國外匯存底變動對其貨幣供給變動

的影響，中國貨幣供給變動反映在「中國貨幣概覽」中(詳見附錄三)。 

中國於 1994 年 9 月開始公佈貨幣統計體系，包括：M0，即流通中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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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包括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活期存款、農村活期存款以及個人

持有信用卡類存款等；M2，包括M1、城市居民儲蓄存款、各種單位和個人的定

期存款以及各類信託存款。 

    基於這一統計體系，產生以下五個有用的經濟分析帳戶：(1)「貨幣當局概

覽」即中國人民銀行的資產負債表，此概覽可以用來分析基礎貨幣的變化。(2)

將全部存款貨幣銀行帳戶與貨幣當局概覽合併起來即成「貨幣概覽」，此概覽可

用以分析貨幣和信貸，也就是M0、M1與M2的規模與變動情況。(3)將貨幣概覽與

匯總的特定存款機構資產負債表合併即為「銀行概覽」，此概覽反映銀行與其他

經濟部門之間的金融活動。(4)將銀行概覽與非銀行金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合併

可以得到「金融概覽」，此概覽反映的是全社會的間接金融活動。(5)最後加入全

社會直接金融統計，便可得到全社會的「資金流量表」，此時就與國民經濟核算

體系的總帳戶聯繫起來了(李揚，1999)。 

2. 從中國人民銀行的沖銷操作進行分析 

本文利用中國人民銀行每季公佈的「中國貨幣政策執行報告」，觀察中國人

民銀行的公開市場操作情況，藉以衡量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程度。中國人民銀

行為了降低由於外匯存底變動所造成的外匯佔款與基礎貨幣的變動對貨幣供給

變動的不利影響，通常會在公開市場採取沖銷操作。觀察中國人民銀行在市場

的沖銷操作力度及其與貨幣政策目標的衝突情況，可以衡量中國貨幣政策的自

主程度及其變動情形。 

3. 從利率政策與匯率政策的衝突進行分析 

在實行資本自由流動和浮動匯率制度的國家，利率和匯率有著極為密切的

聯繫。通常當本國利率水準高於外國時，會吸引外國資本包括熱錢流入，使外

匯供過於求，本國貨幣會升值；反之，使本國貨幣貶值，因而其利率政策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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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政策之間沒有衝突。在對經常帳與資本帳都實施嚴格管制和實施固定匯率制

的國家，利率與匯率之間的聯繫可以被割斷，即使國內外利差較大，利率政策

和匯率穩定政策也可以相對獨立地實施而沒有衝突。據此，可以衡量人民幣利

率政策與匯率政策之間的衝突情況，藉此判斷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程度。換言

之，如果兩者存在較大衝突，則表示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程度下降。 

4. 從中美兩國利率走勢進行分析 

沈中華(1999)利用 1984 年 1 月至 1998 年 8 月間的香港 90 天期同拆利率、

新加坡 90 天期定期存款利率、馬來西亞 90 天期同拆利率，分別與美國 90 天期

國庫券利率相比較，結果顯示出這三個國家的利率水準與美國利率水準的相關

性的強弱依序為香港、新加坡與馬來西亞。香港與新加坡的利率與美國利率走

勢一致，而馬來西亞的利率則與美國呈現不一致。這種結果顯示出，香港與新

加坡選擇資本自由移動與匯率穩定，因此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所以兩

國利率水準走勢與美國幾乎相同。馬來西亞因為選擇了資本管制與固定匯率，

因此擁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所以馬國的利率水準可以不隨著美國利率起舞。 

    應用上述兩國利率相關性指標，可以在某種程度上衡量出中國貨幣政策的

自主性。在資料處理上，利用行政院經建會定期出版的《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

與《國際經濟動態指標》的資料，分別比較中美兩國的重貼現率與基本利率。

比較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調整聯邦基金利率，以及中國人民銀行調整中國金融

機構存貸款基準利率的時間與幅度，可以觀察中美兩國主要利率的走勢。如果

中美兩國利率走勢呈現相同方向變動，則可顯示中國的貨幣政策缺乏自主性；

相反，如果中美兩國利率走勢有所偏離，則可顯示中國擁有自主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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