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人民幣均衡匯率相關文獻與實證模型回顧與探討 

1930 年以前，國際貨幣制度多實施金本位制度；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1945 年至 1973 年期間，多數實施「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

(Adjustable Peg Exchange Rate System)；1973 年不列敦森林制度

（Bretton Woods Agreement）崩解後迄今，則以實施「管理浮動匯

率制」(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為主流。匯率決

定理論與國際貨幣制度的發展密切相關。 

第一節 人民幣的均衡匯率 

1994 年起中國便採行所謂釘住美元的「實質固定匯率制度」，

維持 1 美元約兌換 8.28 人民幣狹幅震盪的匯率區間。探討人民幣

匯率是否均衡，在眾多研究均衡匯率行為方面的經濟假說與實證模

型中，文獻回顧，基本上有以下三種常見之推估方式，分別為：購

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國際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及實質均衡（rear equilibrium）。 

一、購買力平價（以下稱 PPP） 

購買力平價說大致分為絕對購買力平價說（APPP）和相對購買

力平價說（RPPP）二類，前者主張均衡匯率等於兩國物價水準的比

率，而後者主張均衡匯率的變動等於兩國物價水準上漲率的差額。 

絕對購買力平價說係建立在一價法則（law of one price）上

，在不考慮運輸成本、關稅、貿易障礙等因素，經由國際貿易套利

，求出同質貿易商品的單一價格水準。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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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表示均衡匯率（以直接匯率報價）， pd
為本國內物價水準，

Pf 則表示外國物價水準。 

相對購買力平價說的假設為過去一段時間，兩國間存在某一均

衡匯率，若在相同時間內，兩國間產品相對價格發生改變，則均衡

匯率將隨之改變。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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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0
、St

分別代表基期及第 t期之均衡即期匯率；Pd
0及Pt

d

分為本國在基期及第 t期之物價水準；Pf
0 及Pt

f 則分別為外國在基

期及第 t期之物價水準。 

亦即一國物價膨脹導致貨幣購買力相對下降，當國內物價膨脹

，進口商品即享有價格優勢；輸出商品卻因成本提高而喪失對外競

爭力。結果，其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經常帳餘額發生逆差，使得本國

即期匯率承受了貨幣貶值的壓力。 

Chou & Shih（1998）利用傳統購買力平價模型（PPP），估算

人民幣均衡名目匯率。其研究指出 1978～1980 三年間，實際匯率

較均衡匯率高估達 50%以上，1981～1983 年間高估值則在 32%-40%

之間；1990～1992 年間低估值則在 8%以下，表示實際匯率有愈來

愈接近均衡匯率水準之趨勢。 

中國大陸學者陳學彬(1999)運用相對購買力平價觀念，分別以

1990 年底名目匯率、1995 年底可貿易品平價及 1995 年底絕對購買

力平價等不同基期，計算 1990 年至 1999 年人民幣與美元、日元、

泰銖等貨幣之實質匯率。得出人民幣對美元實質匯率係低估，對其

他貨幣則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但這是因為日元、泰銖等貨幣過度



貶值所造成的，因此，人民幣並不需要貶值因應。 

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以市場購買力平價為基礎，中國大陸學者

齊建國、彭緒庶(2004)認為如果 1995 年人民幣匯率升值至 8.35：

1，係一種市場合理反應與客觀評價，那麼參酌 1995 年至 2003 年

中、美兩國之間通貨膨脹指數，理論上 7.624 應為 2003 年人民幣

與美元的均衡匯率。以此為基準，人民幣應當升值 8.7％。另觀察

1995 年至 2003 年中國大陸的勞動生產力增長率較美國快速
1
，且

經濟成長率亦遠超出美國，加諸考量 Harrod-Balassa-Samuelson

假說之因素，人民幣面臨升值之壓力是客觀存在的。綜上，人民幣

匯率大約被低估了 10～15％。 

由於中國設有獎勵出口、管制進口等一定之貿易障礙或非關稅

貿易限制，「一價法則」難以成立，傳統購買力平價估算人民幣匯

率方式自然有所偏離。而相對購買力平價觀念亦存有相當缺陷，主

要係中國為一新興經濟體，其境內生產力與相對價格水平較諸已開

發國家仍有一段差距，非貿易財很難有適當之相對應美元價格。另

亦未將技術進步、消費者偏好等實質面影響因素納入考量。 

二、 國際收支平衡  

國際收支平衡主要論點認為若國際收支發生失衡時，均衡匯率

即產生波動。即一國貨幣匯率的升貶及高低，決定於一定時間內該

國國際收支或國際債權債務關係的變動。國際收支保持平衡，滙率

就會穩定。若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國際收入或債權不足國際支付或

債務），本國貨幣貶值，直接匯率上升；反之本國貨幣就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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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旦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將會透過匯率

之變動（通貨貶值）自我調整為國際收支平衡。 

國際收支平衡係來自市場均衡（market equilibrium）概念，

表示外匯市場的外匯需求量等於外匯供給量。易言之，國際收支平

衡係屬外匯市場供需均衡的比較靜態分析，是利用會計平衡的觀念

，先假設一均衡狀態存在，再考慮一般經濟變數變動對國際收支的

影響。至於經常帳（Current Account）方面，造成國際間商品及

勞務交易之外匯需求與供給主要因素為有國際間相對價格與國內

外實質所得水準；而資本帳（Capital Account）方面，國際資本

流動主要是受到兩國之間短期利率差異的影響，會造成短期利率較

低國家之貨幣貶值。這裡所述之利率差異係指實質利率（名目利率

減通貨膨脹率），而不是名目利率（市場利率）。 

John Williamson（2003）等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們運用

國際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估算法概念，指出中國大

陸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經常帳盈餘，以及資本淨輸入雙重外匯流入現

象，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大量累積，引發經濟過熱疑慮，主張人民幣

應升值，而以經常帳達成平衡為目標
2
。其同事 Morris Goldstein 

和 Nicholas Lardy 建議，為了將這個占國內生產總額１％的外部

引進之資本包括在總均衡內，中國應以經常帳赤字占國內生產總額

的１％為目標，所推估出人民幣應升值 15～20％，甚至更多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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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平衡估算法係以過去中、長期的國際收支趨勢作為判

斷未來一定時期之匯率標準，由於外匯供給與支出會受到選舉、國

際政經情勢、戰爭、貨幣政策等諸多暫時性因素的影響，所以很難

反應實際的國際收支平衡趨勢。另中國對於國際資本流動仍存有相

當管制，此與前題假設明顯有所出入。 

三、實質均衡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初期，經濟學者普遍認為匯率行為當中

存在隨機漫步（random walk）情況，使得匯率波動方式難以捉摸

而不可預測，但是晚近學者卻已證明，滙率其實還是呈現非線性的

決定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過程，亦即匯率看似隨機卻仍

可被合理預期的，是以均衡匯率存在的觀念已開始逐漸被接受
4
。 

均衡匯率最早係由 Nurkse（1945）提出，其定義為國際收支

達到均衡的匯率，但前題是：貿易應不受到過分限制、對資本流動

無任何特別鼓勵措施及無過度的失業。換言之，均衡的匯率是建立

在充分尊重市場機能和適當合宜經濟條件下，而不應透過政策干預

或資源配置的扭曲來實現。其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率研究專家

Swan（1963）延續其概念，提出總體經濟均衡分析法，即均衡匯率

係使總體經濟內、外均衡相一致的匯率。而內部均衡通常指產出水

準達充分就業，並搭配適度而可持續的通貨膨脹率；外部均衡則強

調經常帳與資本帳二者間須實現平衡。 

如何估計均衡匯率，肇始於 Williamson（1985）提出之基本

要素均衡匯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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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R）。FEER 係指能使內部、外部同時達到動態均衡情況的匯率，

其構成均衡的經濟條件，係由基本經濟要素所組成，一旦經濟條件

改變，即造成均衡匯率變動。 

Krugman（1990）將影響均衡匯率的因素區分為實質衝擊（real 

shocks）與名目衝擊（nominal shocks）二部分，其中實質衝擊有

技術進步、生產力增加等，名目衝擊則為貨幣政策之變動；Clark

（1994）認為在長短不同時間下，應選擇不同的總體經濟基本要素

反應匯率的變動；Edwards（1988）則認為：短期，名目與實質衝

擊均會對均衡匯率產生影響，但長期，僅有實質衝擊會對均衡匯率

發生影響
5
。另 Edwards（1991）藉由基本經濟要素設定，探討均

衡匯率波動後，某些基本經濟要素得以影響均衡匯率之特性已大致

取得共識
6
。 

大陸學者金中夏（1997）介紹 EDWARDS 模型時
7
，提出人民幣

「實質均衡有效匯率」是由以下非貨幣的基礎變量決定的，包括貿

易條件（貿易條件的改善可使匯率升值。）、投資率（投資率的提

高使匯率升值。）、工廠勞動生產率（生產率提高表示技術進步，

會使實質均衡有效匯率升值。）、資本流動（資本流動的規模擴大

，特別是資本外流或開放資本項目，會使匯率突然貶值。）、黑市

匯率貼水（用以衡量貿易和外匯管制的嚴厲程度，外匯管制的放鬆

會使匯率貶值。）以及關稅收入比進口總值（藉以衡量關稅壁壘的

高低，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均會使匯率貶值。中國大陸現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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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不高，但走私嚴重，關稅的實際保持率很高，如果續繼開放國

內市場，進口大幅度增加，人民幣匯率即有貶值壓力。） 

前三點意味國內經濟供給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的加強，可以促

進出口，改善國際收支；後三點則顯示貿易、金融制度與政策之開

放程度，與人民幣匯價呈反向關係。 

大陸學者張曉朴(1999，2000)利用 Engle and Granger 兩階

段共整合分析方式，推估人民幣之均衡匯率水準，計算 1984 年至

1999 年人民幣匯率與失調程度。期間人民幣分別於 1984 年初至

1985 年末及 1989 年初至 1990 年末，歷經兩次嚴重幣值高估；1987

年初至 1988 年末，則出現幣值低估，尤其以年上半年低估最為嚴

重。而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均衡匯率基本吻

合，並不存在明顯高估，致無貶值必要，當局採行匯率穩定政策基

本是合理的。惟人民幣自 1994 年匯率並軌以來，實行有管理的浮

動匯率制度，由於浮動區間過小，匯率幾乎固定，不利於央行執行

匯率操作政策。 

余世芳（2000）利用 Johansen（1990）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Approach）來檢驗 1980年至 1999年中國大陸與美國總

體經濟變數對人民幣長期均衡關係。由研究顯示，人民幣匯率對總

體經濟變數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其中，又與國民生產毛額、貨幣

供給額、外匯存底、通貨膨脹率、利率存有正向變動關係；與進出

口總額存在一反向變動關係。另利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得知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會受到前二期之貨幣供給額及本

身匯率之影響。 

楊道元（2002）沿用 Montiel（1999）提出有關技術進步、實

質政府財政支出、貿易條件及開放度等四大影響均衡匯率變動之總



體經濟變數，並參酌張曉朴(1999，2000)建構之探討人民幣匯率波

動模型，同樣採行 Johansen最大概似估計法研析總體經濟變數對人

民幣匯率的長期均衡關係，並利用誤差修正模型，藉以瞭解長期均

衡狀態下的短期動態調整關係。求得實證期間為 1992 第一季至

2001 年第二季，其中，人民幣實際走勢與均衡匯率具相同趨勢，

惟 1994 年前人民幣明顯低估，而後隨匯率併軌，境內通貨膨脹嚴

重，人民幣匯率逐年攀升，由低估轉為高估，直至 1997 年亞洲金

融風暴前始獲控制；而亞洲金融風暴至 2001 年第二季，甚至出現

與均衡匯率並無太大偏離現象，即便有所失調亦能在短期內適切調

整；2001 年後，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高估現象再現，不利經濟發

展。此外，短期內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因素，主要係前一期實質

有效匯率及貿易差額的變化。 

鑑於中國外匯市場並未完全開放國際資金自由移轉之特殊經

濟限制，以及國內存在高度失業狀態，如用此方法估算人民幣之實

質均衡匯率恐將與前題有所抵觸。另像中國大陸如此快速經濟轉型

與結構變遷，如何選定一個匯率均衡點，作為預測下一個時點的基

準點，當是此項估算法最大困難所在。凡基期的選擇不同，便可能

推估迥異的匯率均衡值。 

以上，均屬特定匯率定義對特定經濟行為所轉換之人民幣均衡

匯率的觀察與推估。 

第二節 人民幣的實質有效匯率 

國際市場上，一國商品貿易市場競爭力之高低不僅與名目匯率

有關，更與其貿易對手國的相對物價水準關係密切。換言之，兩個

不同時期，在物價水準變動的情況，要比較該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中

的競爭力，宜透過實質滙率的計算。通常表示方法為： 



3.3    e ＝ S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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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表實質匯率，S 表示名目匯率（直接匯價）， pd
為本國

內物價水準，Pf 則表示外國物價水準。從實質滙率的計算方式我

們可以發現，實質匯率基本上乃是屬於雙邊匯率的一種。 

而一國具有多邊貿易且貿易比重又不一致情況下，一國通貨同

時必須兌換多國通貨，對於衡量該國通貨兌換比率，就須援引有效

匯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簡稱 EER）。所謂有效匯率是指

按照一國主要貿易對手國的通貨價格加權計算的匯率指數，得出該

貨幣在國際上的平均價格，表現出該貨幣與其他貨幣的總關係。因

未考慮物價變動，係一名目有效匯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綜合以上，運用實質匯率計算求出有效匯率指數，即所謂實質

有效匯率指數（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ndex），隱含國

內、外物價水準變動所引起的購買力變動。實務上，通常是以過去

某一時點為基期，選擇一些與本國貿易密切相關國家之貨幣，組成

一通貨籃，對彼此貿易額及相對物價的變動加以衡量，據以計算匯

率的變動率，作為決定本國貨幣的參考指標。實質有效匯率基期指

數為 100，如計算期之指數高於 100，表示當期本國幣低估，應適

當予以升值。 

學者俞喬(1999)引用 IMF 採行之計算公式，計算中國大陸與其

主要貿易夥伴國家之綜合加權實質匯率指數，說明中國大陸商品出

口競爭力。根據其計算結果，1991 年至 1998 年上半年，人民幣加

權實質匯率升值程度達 45％，削弱國際競爭力；另釘住美元亦不



足以構成客觀合理匯率基礎。 

大陸學者楊帆（2000）於「人民幣匯率匯率研究」書中，按照

與中國貿易量前 18 名國家，計算相對權數及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

。推估改革開放至 2000 年以來，此階段，由於實質匯率發生大幅

變動，但名目匯率並沒有及時調整，造成四次所謂「失調」現象，

分別為： 1988～1990 年，1988 年名目匯率牌價 1：3.72，調劑匯

價為 1：6.38，而實質有效匯率達到 1：9.03，而後逐年下降，1990

年回落至 1：7.55；1992～1993 年，1992 年名目匯率牌價 1：5.51

，調劑匯價為 1：6.5，而實質有效匯率為 1：8.1，1993 年達到 1

：9.22，在 1994 年實質有效匯率為 1：8.65，同時牌價匯率正式

貶值到 1：8.62，才彌合缺口；1997～1998 年，由於週遭國家匯率

貶值，導致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升值 15％上下，同時，由於本身

通貨緊縮使實質匯率貶值，其升、貶值幅度大致相當。但相對週遭

國家匯率結構，因名目匯率維持不變，引發出口急遽下降；1999

～2000 年，境內通貨緊縮，物價水準下降了 3％左右，出口退稅增

加近 3％，使人民幣實質匯率貶值約 6～10％，但名目匯率仍維持

不變。 

由第二指標（外貿對經濟增長貢獻度）表中得知，1991 年至

1993 年其淨出口值增長率均為負值，且 1993 年更滑落至-380.9％

，俞喬計算結果與實際多能契合：而楊帆計算出「失調」現象均屬

幣值高估，導致當期淨出口值增長率下降，甚且為負值，較實際尚

無不符。惟未就進口、出口及進出口雙邊貿易總額之實質有效匯率

指數加以明確區分計算，無法藉由探討三者指數差異，進而精確分

析所代表不同之經濟意涵。 

 



第三節 推估「人民幣是否廉價」最適方式 

眾所週知，匯率本來就不是一國自家的事。小國或許可以希望

周邊國家不加以太多干預，而能選擇自己認定的匯價；然而大國除

考量自身利益，更要顧及對其他貿易夥伴和世界的影響，必須選擇

適宜之匯率。若任由官方長期操控匯率，必定遭致反彈。先前實行

中央計畫經濟的眾多國家中，從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

程中，國際公認中國係至今最為成功者。然而，人民幣匯率問題之

所以國際化，在於中國是否藉操作匯率以換取不公平的國際貿易競

爭優勢。 

人民幣匯價是否高估或低估，參酌前述文獻，雖有眾多推估人

民幣匯價是否達均衡之方式，惟基於人民幣迄今係一種尚且無法自

由兌換的貨幣，是以，目前並無任何不具爭議的方法來計算其均衡

匯率。 

前世界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者華而誠即表示，隨著中國大

陸貿易大幅開放，人民幣已可在貿易相關活動或更廣泛的經常帳領

域自由兌換。但是，資本帳外匯交易還是相當嚴格。在此情形之下

，由市場決定決定的匯率並不是真正均衡匯率，人民幣的實際價格

應由經常帳收支，而非整體國際收支來決定
8
。 

同時，一國之貨幣一旦成為國際交易媒介，便應依轉換功能性

來定義匯率，不同的用途、目的，自當有不同的匯率定義。現將人

民幣匯價與中國外貿競爭力相聯結，即可將「人民幣是否廉價」之

爭議聚焦。 

-------------------------------------- 
8
本段摘自華而誠，『為何人民幣不可能立刻升值』，天下雜誌，2003 年 8 月 1

日，40-42 頁。 



加上，中共當局為緩和國際壓力，業已宣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

的國家，對人民幣會採行依市場需求、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體制

，使匯率對市場更富有彈性。至於，何時出台（宣布實施），採行

什麼方案，可能是一個「出其不意」的事
9
。 

那麼，本文選擇與中國重要貿易夥伴組成適當之一籃子貨幣，

用以編纂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指數，將人民幣匯率從現行釘住美元

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當可貼近中共當局建立「符合市場經濟

的靈活的匯率制度」之政策走向，並藉此有效反映人民幣價值，亦

能適當衡量中國國際貿易競爭力。 

 

 

 

 

 

 

 

-------------------------------------- 
9
摘自中共總理溫家寶 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外記者會談話。『人民幣匯率改革出

其不意』，聯合報，2005 年 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