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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實證研究流程 

     

本研究欲檢驗影響利率交換價差的因素及其對交換價差的關連性，欲使用統

計軟體 RATS 為實證輔佐工具，採用普通最小平方迴歸(OLS) ，來加以驗證，實

證流程簡述說明如下： 

     

    首先對被解釋變數及所有解釋變數蒐集資料數據，資料來源也如第四章所

述，接下來對於蒐集來的資料做篩選及分析，分別過濾一些來源說明不清楚及數

據資料不齊全的部分，經由 RATS 本身對變數資料整理的方便性及易了解性，將

所有數據資料整理之後，利用 RATS 設定迴歸模型及程式，來對推論一到推論五

加以驗證。 

 

第二節  實證模型設定 

 

本研究欲探討影響交換價差的要素，選取五個解釋變數對被解釋變數交換價

差做迴歸。模型設定如下： 

 

Stw =β0+β1(Sus)+β2(SBONDut)+β3(Rateshort )+β5 (dSlopem)+β6(SwapSABtw)+ε 

式中， 

一、被解釋變數方面： 

Stw：臺灣利率交換價差 

 

二、解釋變數方面： 

β0：截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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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美國利率交換價差  

SBONDut：相同到期期間的臺灣與美國公債殖利率之差 

Rateshort：臺灣短期利率水準 

dSlopem：利率期間結構定義為 M 年期公債殖利率與二年期公債殖利率之差 

SwapSABtw：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和 Bid 之差 

ε：誤差項為以上變數所不能解釋的地方 

 

第三節 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分別對十年、五年和二年做迴歸，總共包括 236 筆資料。 

 

一、對於十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和結果 

表八：十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迴歸結果 

解釋變數： Coefficient t-Stat 

Constant：β0 1.12 5.04 

Sus -0.03 -0.22 

SBONDut -0.17 -4.34 

Rateshort -0.54 -4.99 

dSlopem -0.26 -6.43 

SwapSABtw -0.36 -1.32 

其他資料：  

F 值 61.88 

調整後 R2 0.57 

自由度 230 

注一：小數點後四捨五入取到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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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迴歸模型如下 

Stw =β0+β1(Sus)+β2(SBONDut)+β3(Rateshort )+β5 (dSlopem)+β6(SwapSABtw)+ε 

 

若就十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迴歸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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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顯著的結果，所以在十年市場裡，就本研究所

取得的資料中，並無法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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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推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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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結果是為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為顯著的，根據前面的

假定，經由十年的迴歸結果得知，當美國的債券殖利率變動會對臺灣的金融市場

產生影響，而這影響層面是對臺灣公債殖利率的影響大於對臺灣利率交換率的影

響，故最後對交換價差的影響為負。接著對推論三：短期利率水準是否影響交換

交易價差的結果，迴歸結果是為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為非常顯著的，

從本研究結果說明在十年期的研究中發現，當景氣過熱時，政府為了抑制過熱造

成對經濟不利影響，故較願意採取相對高率政策，因為實證結果為負向，這也就

是說交易對手違約風險減少的因素影響大於對願意收取固定利率者少的影響，所

以交換價差才會減少，起因於交換利率的降低。在推論四：利率期間結構會不會

影響交換交易價差方面，迴歸結果是為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為非常顯

著的，從本研究結果說明在十年期的研究中發現，同原先的預期結果，當長期利

率大於短期利率時會與交換交易價差成反比，主要還是受到違約風險相關機率的

影響。最後針對推論五：流動性會不會影響交換價差，並沒有顯著的結果，所以

在十年交換市場裡，就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中，並不能證明如原先的預期所示，

預期當 Ask 和 Bid 的價差越大，則交換價差也會越大的預期。 

 

所以對於十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和結果中發現，在迴歸模型中的五個解釋因

子，有三個分別得出顯著的影響，另外兩個的結果並不顯著。 

二、對於五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和結果 



 39

表九：五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迴歸結果 

解釋變數： Coefficient t-Stat 

Constant：β0 0.74 3.12 

Sus 0.40 2.94 

SBONDut -0.27 -6.28 

Rateshort -0.47 -4.15 

dSlopem -0.12 -1.84 

SwapSABtw 0.14 0.69 

其他資料：  

F 值 20.22 

調整後 R2 0.31 

自由度 230 

注一：小數點後四捨五入取到第二位 

注二：迴歸模型如下 

Stw =β0+β1(Sus)+β2(SBONDut)+β3(Rateshort )+β5 (dSlopem)+β6(SwapSABtw)+ε 

 

若就五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迴歸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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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結果，而且這個影響是為正向的。所以在五

年市場裡，就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中，結果是美國債券利率會下跌，透過外溢效

果的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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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在五年期的研究中臺灣的債券市場和美國債券市場是傾向於外溢效果。針對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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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結果是為

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等同於十年期的結果，經由五年的

迴歸結果得知，當美國的債券殖利率變動會對臺灣的金融市場產生影響，而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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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層面是對臺灣公債殖利率的影響大於對臺灣利率交換率的影響，故最後對交換

價差的影響為負。接著對推論三：短期利率水準是否影響交換交易價差的結果，

迴歸結果是為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為非常顯著的，從本研究結果說明

在五年期的研究中發現，當景氣低迷時，政府為了提振景氣鼓勵企業廠商投資，

故較願意採取相對低率政策，因為實證結果為負向，這也就是說交易對手違約風

險增加的因素影響大於對願意支付固定利率者減少的影響，所以交換價差才會增

加，起因於交換利率的增加。在推論四：利率期間結構會不會影響交換交易價差

方面，迴歸結果是為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些微顯著的，從本研究結果

說明在五年期的研究中發現，同預期結果，當長期利率大於短期利率時會與交換

交易價差成反比，主要還是受到違約風險相關機率的影響。最後針對推論五：流

動性會不會影響交換價差，並沒有顯著的結果，所以在五年交換市場裡，就本研

究所取得的資料中，並不能證明如原先的預期所示，預期當 Ask 和 Bid 的價差越

大，則交換價差也會越大的預期。 

 

所以對於五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和結果中發現，在迴歸模型中的五個解釋因子，

有四個分別得出顯著的影響，只有一個的結果並不顯著。 

 

三、對於二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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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迴歸結果 

解釋變數： Coefficient t-Stat 

Constant：β0 0.08 0.43 

Sus -0.23 -1.77 

SBONDut -0.24 -5.13 

Rateshort 0.00 0.00 

dSlopem 0.07 

0.05 
 

1.40 

0.57 
 

SwapSABtw 0.26 2.01 

其他資料：  

F 值 22.38 

調整後 R2 0.37 

自由度 229 

注：二年期在 dSlopem 方面考量十年期和五年期之關係 

若就二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迴歸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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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結果，而且這個影響是為負向的。所以在二

年市場裡，就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中，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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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造成美國債券價格上漲等同於美國公債殖利率下

跌，因為此時臺灣和美國債券市場是互相替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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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存在著替代效果時，最後會造成臺灣的交

換市場價差的下跌。得知在二年期的研究中臺灣的債券市場和美國債券市場是傾

向於替代效果。針對推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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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結果是為負向影響交換價差，而這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等同於十

年期和五年期的結果，經由二年期的迴歸結果得知，當美國的債券殖利率變動會

對臺灣的金融市場產生影響，而這影響層面是對臺灣公債殖利率的影響大於對臺



 42

灣利率交換率的影響，故最後對交換價差的影響為負。接著對推論三：短期利率

水準是否影響交換交易價差的結果，迴歸結果不顯著。在推論四：利率期間結構

會不會影響交換交易價差方面，迴歸結果是為不顯著。最後針對推論五：流動性

會不會影響交換價差，在二年交換市場裡迴歸結果為顯著的，且跟原先預期一樣

是為正向影響價差，可以預期當 Ask 和 Bid 的價差越大，則交換價差也會越大。 

 

所以對於二年期的交換利率價差和結果中發現，在迴歸模型中的五個解釋因

子，有三個分別得出顯著的影響，另外兩個的結果並不顯著。 

表十一：各年期和解釋變數間是否為顯著彙整 

 十年期 五年期 二年期 

美國利率交換價差 不顯著 顯著 顯著 

臺灣與美國公債殖利率之差 顯著 顯著 顯著 

臺灣短期利率水準 顯著 顯著 不顯著 

利率期間結構 顯著 顯著 不顯著 

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和 Bid 之差 不顯著 不顯著 顯著 

表十二：各年期和解釋變數間對價差的影響彙整 

 十年期 五年期 二年期 

美國利率交換價差 N.A 正向 負向 

臺灣與美國公債殖利率之差 負向 負向 負向 

臺灣短期利率水準 負向 負向 N.A 

利率期間結構 負向 負向 N.A 

臺灣利率交換當天報價 Ask 和 Bid 之差 N.A 不顯著 正向 

注：N.A 表示結果不顯著，故無正向或負向關係 

 

四、十年期、五年期及二年期相互之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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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十年期、五年期及二年期對於解釋變數結果之彙整 

 十年期 五年期 二年期 

解釋變數 Coefficient T-Stat Coefficient T-Stat Coefficient T-Stat 

Constant：β0 1.12 5.04 0.74 3.12 0.08 0.43 

Sus -0.03 -0.22 0.40 2.94 -0.23 -1.77 

SBONDut -0.17 -4.34 -0.27 -6.28 -0.24 -5.13 

Rateshort -0.54 -4.99 -0.47 -4.15 0.00 0.00 

dSlopem -0.26 -6.43 -0.12 -1.84 0.07 

0.05 
 

1.40 

0.57 
 

SwapSABtw -0.36 -1.32 0.14 0.69 0.26 2.01 

 

從上表知，在美國利率交換價差方面，五年期實證結論是對臺灣交換價差有

正向影響，相反地，二年期實證結論是對臺灣交換價差有負向影響。在針對美國

公債殖利率和臺灣公債殖利率價差對臺灣交換價差影響方面，這項結果最令人滿

意，不管在那一期來說，都是負向影響(Coefficient 介於-0.17~-0.24)，而且結果顯

著，可以下結論出，要預估臺灣的交換市場走勢，必須要將這項因素考量進來。

在短期利率水準如何影響交換價差方面，實證得出，在越長期的期間其影響越

大，若在短期下，這項因素結果是不顯著的，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這項因子主要是

受到交易對手的違約風險機率所影響，其實就如同選擇權原理一樣，購買一個選

擇權在於其可以履約的權利，而且這選擇權的價值會受到時間的影響，所謂時間

價值就是可以履約的時間之區間，區間越長代表比較有較多的機率可能可以履

約，而交換交易就如同購買一個歐式選擇權(隨時可履約) ，而所謂履約的權利

就是對此交換交易做出違約的動作，只要時間越長代表這筆交換交易會考量越多

的時間價值，所以對交換交易的價格會有較大的影響，所以這可能是為什麼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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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利率的影響之下，越長期的越容易受到這項因素的影響。另外在利率期間結構

方面則是在十年期和五年期較受到這因素的影響，越短期的二年期則是不顯著

的，可能原因也是受到交易對手違約風險機率的影響。最後在流動性方面，只有

短期的二年期受到影響，而在中長的五年期和十年期方面則是較不顯著，可能的

解釋原因是短期的預期下，人們比較考慮流動性風險，就如同負債方面，越快到

期的負債比較受到重視，如果償還不出可能會面臨流動性風險而違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