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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預期 

 

本研究希望能夠找出影響交換交易價差的因子，對這些因子先有一些概念，

事先針對因子做假設，而後檢定，最後探討這些因子存不存在之必要。以下談論

到能夠影響利率交換交易價差的幾種因子，在本研究的模型設定上，試著找出能

夠影響交換價差的解釋因素，在模型設定上，本研究首先對交換交易價差做如下

定義， 

Stw =  swaptw - yieldtw 

 

臺灣利率交換價差 Stw： 臺灣利率交換利率減臺灣政府公債殖利率 

其中臺灣利率交換利率在報價系統上，跟其他的金融商品一樣有分買方價格和賣

方價格，所以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也有分 Ask 和 Bid，但本研究為了簡化設定，

故把當日的臺灣利率交換利率的 Ask 和 Bid 加權平均當作當日的臺灣利率交換利

率(swaptw)當天報價， 

swaptw=( swaptwAsk+ swaptwBid ) / 2 

 

推論一：國內利率交換價差是否受到國際交換價差因素所影響 

 

國際的因素可能會對長期的交換價差產生某些影響，本研究欲使用美國的利

率交換價差為影響臺灣的交換價差的其中一個因素，這樣做是考慮到美國經濟體

在現今的全球金融市場扮演領先的角色，而且美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

雖然本研究中認為美國的利率交換價差會影響臺灣的交換價差，但本研究進一步

假設就是美國當地的利率交換價差不會受到臺灣的交換價差所影響，因為臺灣本

地的金融市場跟全球比起來算是規模較小的，同時也為了簡化模型設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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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債券需求受到外在因素刺激而增加時，只要當需求增加的幅度大於供

給，則反應在債券價格上的增加，從過往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債券價格反應在債

券殖利率上，而這利率和債券價格成反向關係，故債券利率會下跌反應債券價格

的上升，透過外溢效果的轉移(假如存在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s) ，則會造成臺

灣債券市場的債券需求上升，價格上升，於是臺灣的公債殖利率下跌，所以最後

的影響為臺灣的交換價差跟著上升。相反地，如果臺灣和美國債券市場不存在外

溢效果，而是存在著替代效果時，因為美國的債券需求上升以致於債券需求者對

美國債券趨之若鶩，造成臺灣的債券市場需求下跌，反應在臺灣的公債殖利率上

升，也許最後會造成臺灣的交換市場價差的下跌。故本研究希望找出臺灣的債券

市場和美國債券市場是傾向於外溢效果亦或是替代效果，以及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為正亦或為負。 

 

推論二：國際的公債殖利率和臺灣公債殖利率之差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同樣地，國際因素可能會對的交換價差產生影響，本研究欲使用美國的公債

殖利率為影響臺灣的交換價差的其中一個因素，這樣做是考慮到美國經濟體在現

今的全球金融市場扮演領先的角色，而且美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故使

用美國公債殖利率和臺灣公債殖利率之差對交換價差有何影響，雙方的公債到期

期間都要和交換交易的到期日相同，才會有比較的空間。 

 

在全球的貿易和金融越來越自由化的今日，可以預期到國際資金市場是越來

越整合，彼此的關係也更密切。因此交換價差會受到以全球營運公司的交易對手

其風險及違約風險所影響，這種信用風險應考量全球的因素，也因此交換價差在

臺灣和在美國應有高度相關，所以在臺灣的交換價差也會受到彼此公債殖利率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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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預期長期臺灣的利率走勢會高於美國利率的走勢，則套利者會將資金

從美國轉進臺灣，造成臺灣的資金需求增加，使臺灣的利率上升，透過臺灣市場

利率上升會造成對臺灣公債殖利率的上升，而套利者預期臺灣公債的殖利率將上

升，因此會越來越多人願意從事支付臺灣的固定利率，相對地，願意收取臺灣固

定利率的人會減少，市場會由較少的一方影響價格，故收取臺灣固定利率的人會

要求更多的利率交換利率。故因為臺灣的資金需求增加，使臺灣的利率上升，透

過臺灣市場利率上升會造成對臺灣公債殖利率的上升對交換價差影響為負面，但

是又因為利率交換率的上升，對交換價差影響為正面，一來一往之間不知對價差

的影響為正面或負面，端看那一方的影響為大，故希望能從實證結果得知那一方

影響層面較大。 

表一：長期臺灣的利率走勢高於美國利率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長期臺灣的利率走勢高於美國利率 

對臺灣公債殖利率的影響 ▲ 

對臺灣利率交換率的影響 ▲ 

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 

 

推論三：短期利率水準是否影響交換交易價差 

 

通常在美國，短期利率水準跟景氣的好壞息息相關，當景氣不好時，政府為

了維持企業能夠低成本取得融資以增加投資，都會執行低率政策；相反地，當景

氣好時，政府為了避免景氣過熱，盡量能夠降低公司企業過度投資，所以會維持

利率在高檔，好提高融資成本，這時交換交易價差會受到市場供需而影響。以下

又分兩種情況： 

 

＊當景氣處於高檔時，和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工具比起來，一些短期票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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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益利率會相對較低，投資人因此願意持有固定收益的證券較低，所以在交換

交易市場中也會是希望收取固定利率的那一方也會比較少，原先收取浮動利率的

另一方會相對多，所以在某種供給少下，另一種供給多下，按照市場供需理論，

推論出這會是由少數者擁有訂價能立，也就是收取固定利率那一方在價格方面較

有優勢，希望能夠收到更高的固定利率，而會使交換交易價差提高。但也因為景

氣處於高檔期，故交易對手違約的信用風險較小(公司較易賺錢)，所以這方面所

要求的交換利率會下跌，從以上兩方判斷，並不能確定是否短期利率水準對價差

有正負向的影響。 

 

＊當景氣處於低迷時，和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工具比起來，一些短期票券固定

收益利率也會相對較高，投資人因此願意持有固定收益的證券較高，所以在交換

交易市場中也會是希望收取固定利率的那一方也會比較多數，原先收取浮動利率

的另一方會相對少，所以在某種供給少下，另一種供給多下，按照市場供需理論，

推論出這會是由少數者擁有訂價能立，也就是收取浮動利率那一方在價格方面較

有優勢，希望能夠支付較低的固定利率，而會使交換交易價差降低。但也因為景

氣處於低迷期，故交易對手違約的信用風險較大(公司較易倒閉)，所以這方面所

要求的交換利率會上升，同理，並不能確定是否短期利率水準對價差有正負向的

影響。 

 

從以上兩方判斷，雖然並不能確定是否短期利率水準對價差有正負向的影

響，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實證得知情況在那種環境下是比較合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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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景氣變動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景氣低迷時(相對低利政策) 景氣過熱時(相對高利政策)

對利率交換率的影響 願意支付固定利率者少  ▼ 願意收取固定利率者少 ▲

 交易對手違約風險增加  ▲ 交易對手違約風險減少 ▼

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 ? 

 

推論四：利率期間結構會不會影響交換交易價差 

 

    公債利率期間結構，可以用長期公債殖利率減短期公債殖利率，這樣可以畫

出一條長短期價差的曲線，當斜率相對較陡且為正時，對於將來成長的預期，對

於收取浮動利率一方，預期利率上升會收到的利息更多，所以其違約風險的機率

降低，然而對於支付浮動利率的一方而言，預料因利率上升故要支付較多的利

息，所以違約風險的機率會提高，因此對於風險高的一方來說收到的固定利率會

降低，也就是說交換交易的價差部份下降；當短期利率高於長期時，也就是說斜

率為負時，對於收取浮動利率一方，預期利率下降會收到的利息減少，所以其違

約風險的機率提高，然而對於支付浮動利率的一方而言，預期將要支付較少的利

息，所以違約的機率會降低，因此他會要求從交易對手收到的固定利率會提高，

也就是說交換交易的價差部份上升，所以預期當長期利率大於短期利率時會與交

換交易價差成反比。 

表三：利率期間結構對交換交易價差的影響 

 

 利率期間結構為正斜率 

預期將來利率上漲 

利率期間結構為負斜率 

預期將來利率下跌 

對交換交易價差的影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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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五：流動性會不會影響交換價差 

 

流動性也是一個影響交換價差的重要因素之一，臺灣利率交換利率在報價系

統上，跟其他的金融商品一樣有分買方價格和賣方價格，所以臺灣利率交換當天

報價也有分 Ask 和 Bid，故本研究希望以 Ask 和 Bid 的價差代表流動性要素，Ask

表示交換市場中想要收取固定利率的那方，Bid 表示交換市場中想要支付固定利

率的那方，通常 Ask 會大於 Bid，增加 Ask 和 Bid 的價差表示提供者和需求者的

理想交易價格差距越大，也就是在交換交易市場上比較不會交易成功，故流動性

較小，增加交換市場上轉手交易的風險，因為風險增加，故會增加交換利率。因

此，可以預期當 Ask 和 Bid 的價差越大，則交換價差也會越大。 

 

表四：Ask 和 Bid 的價差對交換交易價差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因為牽涉到臺灣和美國的債券市場和交換利率市場，所以主要以這兩

 Ask 和 Bid 的價差越大 

代表流動性風險越大 

Ask 和 Bid 的價差越小 

代表流動性風險越小 

對交換交易價差的影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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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市場為主，在全球的金融交易市場中就屬美國最大，因此資訊取得也較廣，

在美國的公債市場中從短期到長期的債券報價都有，內容包括一年、二年、三年、

五年、七年、十年、十五年及二十年，同樣地，在美國交換市場方面，也跟公債

市場報價相同，涵蓋多重期間。相反地，反觀臺灣，因為地小所以金融市場沒有

美國大，加上臺灣的債券市場雖然經由櫃檯買賣中心努力的經營，雖然在 91 年

實施指標公債議價系統，將發行年期漸漸拉長，以 5 年期、7 年期、10 年期及 15

年期為主，將發行年限拉長，對公債殖利率曲線的建立有所幫助。但畢竟才剛起

步不久，所以在資料的選擇上，主要還是以報價較完整的二年，五年和十年為主，

而對於臺灣交換市場的選擇，因為配合著臺灣公債報價的完整性，所以也是以二

年，五年和十年為主。 

配合著臺灣和美國共同的資料選取，故本研究涵蓋日期為 2003/3/5 至 2004/2/27 

利用一整年時間做區間，其中去掉星期六和星期日的時間以及資料來源不足的因

素，總共包括 236 筆資料。表格整理如下 

表五：研究資料區間選取 

 

 臺灣 美國 

債券結構 二年，五年和十年 二年，五年和十年 

交換結構 二年，五年和十年 二年，五年和十年 

涵蓋日期 2003/3/5~2004/2/27 2003/3/5 至 2004/2/27 

資料筆數 23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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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目的為在臺灣的利率交換市場中，主要研究是否受到國際間的因素所

影響，當然選取對我國金融界影響最大的美國為最主要研究國，另外選取一些變

數探討是否對我國交換市場，尤其是交換價差有何實質影響，以及探討造成其影

響的原因，為了具體驗證前述所建立之研究預期，將針對實證分析中所論及的解

釋變數及被解釋變數，進行嚴謹的定義，以利後續實證分析，茲將各個可能影響

因素及原因敘述如下： 

 

一、定義被解釋變數 

 

被解釋變數就是本研究中被所有變數所影響的那個因子，故根據前述，選取

臺灣利率交換價差也就是臺灣利率交換利率減臺灣政府公債殖利率為被解釋變

數。 

 

二、定義解釋變數 

 

1 . 針對推論一：國內利率交換價差是否受到國際價差因素所影響 

 

使用數據操作：美國利率交換價差(美國利率交換利率減美國政府公債殖利率) 

當初決定國際價差的變數選擇時，曾聽說「美國打噴涕，全世界重感冒」這

句話，它的意思是說美國為全球金融資本市場的老大，沒有一個地方不受美國所

影響，故為了簡化模型設定，主要在研究美國市場對臺灣市場的影響，但是本研

究目前沒針對臺灣市場對美國市場的影響做評估，主要原因為臺灣金融市場在全

球來說算小的，故假設不會影響美國。最後希望得到的是外溢效果為重亦或是替

代效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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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針對推論二：國際公債殖利率和臺灣公債殖利率之差對交換價差的影響 

 

使用數據操作：相同到期期間的臺灣與美國公債殖利率之差 

這樣選擇考慮到美國經濟體在現今的全球金融市場扮演領先的角色，而且美

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主要還是自由化的考量。故使用美國公債殖利率

和臺灣公債殖利率之差對交換價差有何影響當做其中一個解釋變數，雙方的公債

到期期間都要和交換交易的到期日相同，才會有比較的空間，例如：同時選取十

年美國公債殖利率和臺灣公債殖利率之差。 

 

3 . 針對推論三：短期利率水準是否影響交換交易價差 

 

使用數據操作：臺灣短期利率水準、本研究採用台灣 180 天期商業本票利率 

短期利率水準是資本市場的一項重要工具，也是企業融資的成本要素，如何

預期短期利率水準的變化影響交換價差，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根據前所述，

利率水準也會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當預估景氣的變化時，也可以間接預期利率

的走勢。 

 

此外交換交易屬於衍生性金融商品的一種，而利率交換是利率的衍生性金融

商品，當然此衍生性金融商品會受到其母商品的影響，故短期利率水準的變化會

影響利率交換，故本研究將短期利率水準變數納入考量。美國的短期利率水準是

採用國庫券市場的利率，但由於臺灣的因為金融市場相對美國小，故國庫券市場

的流動性稍嫌不夠，沒有充分的報價系統，所以本研究另外找尋具有類似替代性

的台灣 180 天期商業本票利率當作短期利率水準替代變數。 

 

 



 33

 

4 . 針對推論四：利率期間結構會不會影響交換交易價差 

 

使用數據操作：M 年期公債殖利率與二年期公債殖利率之差 

研究利率期間結構會不會影響交換交易價差，就如同研究信用風險會不會影

響交換交易價差，Mozumdar(1996)的文章中提到，利率變異性是影響未來交易對

手違約機率的因素，當有一方預期面臨不利的利率變化，則其違約的機率大大提

升，因為考量違約因素故會影響利率交換的行為，所以才會有利率期間結構會不

會影響交換交易價差，這項因素的探討。 

 

5 . 針對推論五：流動性會不會影響交換價差 

 

使用數據操作 ：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和 Bid 之差 

對一個企業來說，除了了解其盈餘報酬外，也要知道其負債比率，現金覆蓋

率等，考量這些因素主要是針對企業的財務管理做處理，雖然預期會有多高的報

酬收益，可是突然面臨現金周轉不靈，則會出現財務管理不良之窘境，也就是出

現所謂的流動性不足。同樣地，如果利率交換出現流動性不足的話，則交易方可

能會面臨流動性風險，更會面臨到違約風險機率的提高，因此會對利率交換行為

產生影響，也因此直接影響到交換價差。故本研究以每天 Ask 報價和 Bid 報價的

價差代表流動性因素，Ask 報價表示交換市場中想要收取固定利率的那方，Bid

報價表示交換市場中想要支付固定利率的那方，Ask 和 Bid 的價差越大表示提供

者和需求者的理想交易價格差距越大，也就是在交換交易市場上比較不會交易成

功，故流動性較小，增加交換市場上轉手交易的風險，因為風險增加，故會增加

交換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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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解釋變數和使用數據操作表格 

 

解釋變數 使用數據操作 

國際價差因素 美國利率交換利率減美國政府公債殖利率 

國際公債殖利率因素 相同到期期間的臺灣與美國公債殖利率之差 

短期利率水準因素 台灣 180 天期商業本票利率 

利率期間結構因素 M 年期公債殖利率與二年期公債殖利率之差 

流動性風險因素 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和 Bid 之差 

 

第四節 資料來源 

 

一、針對被解釋變數 

1. 臺灣利率交換價差 ( 臺灣利率交換利率減臺灣政府公債殖利率 ) 

a. 臺灣利率交換利率 

資料來源：寶來金融集團債券部 

b. 臺灣政府公債殖利率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 

 

二、針對解釋變數 

1. 推論一：美國利率交換價差 ( 美國利率交換利率減政府公債殖利率 ) 

 a.  美國利率交換利率 

     資料來源：CEIC 資料庫 

 b.  美國政府公債殖利率 

     資料來源：美國聯邦銀行聖路易分行 

2. 推論二：相同到期期間的臺灣與美國公債殖利率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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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臺灣政府公債殖利率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 

 b. 美國政府公債殖利率 

    資料來源：美國聯邦銀行聖路易分行 

3. 推論三：台灣 180 天期商業本票利率 

    資料來源： TEJ 台灣經濟新報 

4. 推論四：M 年期公債殖利率與二年期公債殖利率之差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 

5. 推論五：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和 Bid 之差 

    資料來源：寶來金融集團債券部 

表七：模型中變數和變數取得來源表格 

 

 

模型中變數 變數取得來源 

臺灣利率交換利率 寶來金融集團債券部 

臺灣政府公債殖利率 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 

美國利率交換利率 CEIC 資料庫 

美國政府公債殖利率 美國聯邦銀行聖路易分行 

台灣 180 天期商業本票利率 TEJ 台灣經濟新報 

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寶來金融集團債券部 

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Bid 寶來金融集團債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