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中央銀行政策透明度 

一、 央行政策透明度的傳遞機制 

Eijffinger 與 Shen (2008) 參考過去文獻認為「央行透明度」的定義並無統一

見解。過去文獻討問「央行透明度」大致上可以分為兩個層面：狹義的定義與廣

義的定義。 

狹義的定義主要討論央行是否有將決策攸關資訊揭露，多數研究將 Geraats 

(2002) 與 Eijffinger 和 Geraats (2006) 所提出的 5 種資訊揭露的衡量要點將其數

量化，再與央行的政策行為做比較1。而廣義的定義，則不將焦點侷限於央行的

資訊揭露過程，Winkler (2002) 認為央行的政策透明度應以大眾對「貨幣政策的

決策及執行」之明確瞭解作為定義。存在這兩種定義間，則是央行的溝通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從攸關資訊的揭露至大眾對貨幣政策的瞭解，若央行與

大眾有良好的溝通，將可減少狹義與廣義定義間的差距。 

大眾瞭解央行的貨幣政策後，將產生預期心理（例如預期物價膨脹），並依

照各種條件做出消費、投資選擇，進一步影響實質經濟。央行從實際觀察或理論

上檢討政策施行的結果，再判斷「政策透明」是否必要，如圖 2.1。過去的研究

大多建議央行採用透明度高的政策行為。Blinder (2006) 認為央行朝向透明化的

誘因可歸納為：1 . 較透明的政策可以使大眾預期與央行實際行為的差異較小；

2. 許多央行本身就將提高透明度作為政策目標。 

                                                 
1 5 個要點包含：政治透明度 (political transparent) 、經濟透明度 (economic transparent) 、決策

過程透明度 (procedural transparent) 、政策透明度 (policy transparent) 以及操作透明度 
(operational transparent) ，更詳細的解釋可參閱 Eijffinger 和 Geraat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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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央行的溝通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以下將介紹 Eijffinger 與 Shen (2008) 及 Blinder (2007) 對政策透明度的傳遞

機制模型所作的解釋： 

1. 長期利率 

依據利率期限結構 (term structure) ，長期利率的預期是由一連串的隔夜利

率產生，因此未來的隔夜利率含有預期因素，可以 (2.1) 式表示： 

 t
e

nt
e

t
e

t
e

ttnt rrrrr
n

LR 11321 )...)(1( εα +++++++= −++++  (2. 1) 

其中 tLR 為長期利率， tr 為今天（時間點為 t）的隔夜利率， e
tr 1+ 為預期 t+1

時點的隔夜利率， nα 則是借款 n 天期所需的風險溢酬， t1ε 則代表一隨機項，

由於長期利率含有預期因素，因此央行控制短期利率的行為並無法直接改

變長期利率，必需透過預期管道。 

 

狹義的定義： 
央行的資訊揭

露、五個衡量面向

[Eijffinger, Geraats  
(2008)] 

廣義的定義： 
大眾能夠明確瞭

解央行的貨幣政

策[Winkler 
(2002)] 

央行的溝通 

影響市場預期 

影響實質經濟 

檢討執行透明性

政策是否適當 

不需要，執行不公

開的決策行為。

(secrecy) 

有需要，加強與大眾

的溝通。 

具有決策獨

立性央行本

身的義務 

產生推行透明性

政策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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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體需求 

消費者依照利率及其他因素決定消費，以 (2.2) 式表示： 

 tttt RrDy 2,.....),( ε+= ， (2. 2) 

其中 ty 為總消費，其與總供給是相對應的（市場結清），消費者僅能看到當

下的經濟資訊。 

 

3. 總體供給 

Eijffinger 與 Shen (2008) 採用常見的新凱因斯菲利浦曲線，如 (2.3) 式表

示： 

  tttttt yyE 3
*

1 )()( εγπβπ +−+= +  (2. 3) 

其中 β 為折現因子， )( 1+ttE π 代表預期未來的物價膨脹，γ 為產出缺口與物

價膨脹間的係數， *
tt yy − 即為產出缺口，分別代表當下及最適的產出程度，

由於價格僵固的原因，物價變動會有實質效果。 

4. 央行行為 

央行擁有控制短期利率的權利，其參考各種經濟條件制定利率： 

  tttttt yyGr 4
** ,...),( εππ +−−=  (2. 4) 

其中G 代表央行內部的決策行為，參數為考量的因子，如產出缺口、價格

偏離等。 

5. 群眾的預期 

理性預期假設群眾有辦法預測央行的決策行為，不過這個假設太過強烈 

(quiet strong) 。另外，資訊對稱的說法似乎不切實際 (unrealistic) ，因金融

市場的成員無法擁有足夠的資訊，包含央行的目標函數 (objectives) 、總體

經濟的最適產出及其他關鍵資訊。因此，Blinder (2007) 指出，群眾的預期

形成，亦可以函數形式表達： 

  tttttj
e

jt srRyHr 5),....,,,( ε+=+  (2. 5) 

其中 ts 是央行傳遞給群眾的訊息，若央行執行機密的政策法則，則群眾將

無法得知 ts 。透過以上 5 條函數，可以描述央行的政策透明度傳遞機制。 

 

過去文獻並不完全支持央行資訊透明化對經濟體有利的說法。各種假設模型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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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福利的影響並不保證對經濟有利。Dincer 與 Eichengreen (2007) 根據 E&G 指

數 (Eijffinger and Geraats index) 對東亞及東南亞做的實證研究，從 1998 至 2005

年，東亞的透明度指數從 4.6 成為 6.6；而東南亞則從 3 成為 7.5，有以下的結果： 

1. 「透明度指數」及「物價膨脹」的回歸分析存在負向關聯。 

2. 「透明度指數」及「物價膨脹的變異」之間的關聯亦為負向。 

因此 Eijffinger 與 Shen (2008) 認為央行透明度，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研究。 

 

二、 Cukierman 的看法 

Cukierman (2002) 對經濟體假設的三種模型，包括盧卡斯型態  (Lucas 

type) 、新凱因斯型態 (Neo-Keynesian) 以及新興凱因斯型態 (New-Keynesian) 

的總體傳遞機制。並對外生變數做常態分配的假設。針對央行的利率法則，他對

損失函數 (loss function, tL ) 做出 (2.6) 式表達： 

 
⎪
⎭

⎪
⎬

⎫

⎪
⎩

⎪
⎨

⎧

≥

<+
=

0),(
2
1

0),*(
2
1

2

22

tt

ttt

t

x

xxA
L

當

當

π

π
2。 (2. 6) 

其中 tx 為產出缺口，即「實際產出」與「自然產出」的差異， tπ 為物價上

漲偏離均衡狀態時之差異。從損失函數可發現：央行的損失，在自然均衡的兩側

呈現不對稱型態。他定義參數 A 就是央行政策不透明的程度。 

Cukierman 指出：當 A = 0 時，該損失函數退化成僅需針對物價膨脹目標負

責，此時央行的行為非常明確，就是穩定物價。類似 Geraats (2002) 所描述紐西

蘭、加拿大、英國及瑞士等國的物價膨脹目標政策；當 A > 0 時，央行責任不僅

限於物價穩定，也須負擔穩定產出的責任。在此假設下，央行擁有不對稱的偏好 

(asymmetric preference) 。Cukierman 指出央行政策不透明會影響物價膨脹，當央

行面對的問題越複雜（必須滿足更多目標），也就是參數 A 的存在，在其數理推

導下會造成物價膨脹偏高。最後他認為央行無法達到完全獨立，也就是央行很難

只需單獨處理物價膨脹問題。這可從 2007 至 2008 年美國次級房貸債權虧損嚴

重，造成聯邦準備理事會 (Federal Reserve, FED) 大幅調降利率的行為看出。

Cukierman 強調，實際施政應採取何種程度的透明度，必須充分衡量透明度所帶

來的利益和成本後，再選擇最適當的透明程度。 
                                                 
2 本文的損失函數採用與 Cukierman (2002) 一致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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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傳遞機制（透過資產負債表管理） 

Shin (2008) 認為，央行政策透明性如何影響總體經濟的爭議，有部分學者

認為央行的透明度，並不會透過政策法則影響總體經濟，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1. 央行僅控制短期利率，實際影響經濟決策的是長期利率。依照 Blinder 

(1998: p70) 的見解，央行僅控制隔夜利率，經濟上並無實質的影響，因

此央行的政策透明度並不會影響總體經濟。 

2. 從隔夜利率連結至長期利率的關連，是市場對未來短期利率的期望，也

就是說，預期未來的短期利率，透過殖利率曲線 (yield curve) 影響長期

利率，才是短期利率與長期利率的關聯。 

因此，央行的貨幣政策其實是一種預期管理。若央行想要影響長期利率，則

必須透過殖利率曲線的預期傳遞管道 (expectation channel) 來影響長期利率，例

如房屋貸款、公司債的殖利率才會影響到消費與投資。 

雖然如此，短期利率並不重要的說法與 2007 年夏天開始發生的信用危機相

互矛盾，央行對短期信用市場注入資金的干預行為反而成為注目焦點。大眾亦追

溯央行於 2004 至 2006 年的超低短期利率所造成之超低信用審核標準，是否為造

成此次金融危機的原因。因此，Shin 認為央行控制短期利率的行為對經濟影響甚

微的說法太過武斷。 

實證上多數研究不支持殖利率曲線的傳遞方式。例如考慮風險溢酬後，由於

長期債券的倒閉風險較短期債券高，因此長期債券的殖利率理應較高。隨著債券

的期限拉長，理論上殖利率曲線應該逐漸陡峭；而實際上殖利率曲線則是以逐漸

平緩的型態較常見。因此央行利用短期利率影響長期利率，並透過殖利率曲線傳

遞的說法，仍有相當大的瑕疵。長短期利率的決定，很可能單純僅為市場預期。

那麼央行透過何種流程影響隔夜拆款市場進而影響經濟體的消費及投資？

Adrian 與 Shin (2007a) 對此則是透過金融中介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管理來說明3。 

他們的實證金融中介機構的財務槓桿程度（即總資產與股東權益的比例）在

景氣繁榮時較高，蕭條時槓桿程度較低。景氣繁榮同時，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亦容

易膨脹。這可從美國 5 大投資銀行的季資料發現：1998 年發生 LTCM 事件後，

                                                 
3 金融中介機構：指資金提供者及需求者的中介，例如銀行、基金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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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財務槓桿同時縮小。在此實證經驗下，可假設一個總資產價

值$100 的金融機構，股東權益佔了$10，剩下皆為舉債而來，因此擁有$100/$10 = 

10 倍的財務槓桿。當景氣繁榮使資產價值成長 1%至$101 時，股東權益成為$11，

此時的財務槓桿可得到$101 / $11 = 9.18 倍，由於 Adrian 與 Shin (2007a) 研究的

實證資料在繁榮時金融機構的財務槓桿程度較高，因此該機構至少需大於 10 倍

的槓桿，因此透過舉債$9 並且購入額外的$9 資產，使得總資產價值成為$110。

資產負債表管理使金融機構對於投資或資產購置的需求，擁有一正斜率的需求曲

線，於價格升高時，需要購買更多的資產。反之若景氣蕭條時則會造成財務槓桿

過高，必須賣掉資產。因此金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管理（或稱槓桿管理）的行為，

會隨著景氣循環加劇 (pro-cyclical) 。在 2007 年以前的景氣繁榮，使得銀行必須

向外購買資產，尋找資金需求者，此種資產負債表管理的行為，必須釋出流動性，

在貸款需求者難尋的情況下，迫使許多銀行投入次級房貸市場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為了維持應有的財務槓桿程度所購置的資產，反而忽略了貸

款消費者的還款能力。 

Shin (2008) 描述的流動性與傳統教科書定義的各種貨幣流動性指標是否具

有關聯？他認為理論建構的世界，貨幣存量之成長是資產負債表成長的很好指

標。但現實上的世界應將貨幣定義的範圍更行擴大，不應侷限於傳統貨幣的定

義，主要有以下理由： 

1. 許多採用財務槓桿營業模式的機構（例如投資銀行、避險基金以及特殊

目的公司），並不屬於傳統教科書定義的「存款機構」。由於資產證券化

的情況非常普及，銀行作為金融中介的角色不再是主流。以美國為例，

金融中介機構的財務循環受到資本市場影響反而較貨幣政策的影響還

要顯著，透過存款中介資金的金融系統在美國已非主要形式，而是透過

日益成長的證券化模式； 

2. 存款銀行的負債並不單純由存款組成，銀行仍可從金融市場取得資金。

Shin 觀察了銀行的負債規模會隨著時間變動，過去定義的廣義貨幣已無

法估計財務循環。傳統的衡量方式只能捕捉到一小部份的存款銀行行

為，實際上早已無法透過觀察貨幣供給來衡量流動性。 

因此，以市場導向的金融系統（例如美國），Shin 認為觀察衡量金融中介的

循環以及流動性最好的指標為抵押債權 (collateralized borrowing) 或是 r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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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rchase agreements) 的規模。他所認定的流動性，又以 repo 規模為較佳指標，

因此可以觀測 repo 規模判斷央行政策為寬鬆或收縮。例如央行利率低於泰勒法

則隱含的利率時，可以發現 repo 快速成長，此時市場流動性增加，反之道理亦

同4。因此泰勒法則的殘差，可以視為權衡的貨幣政策 (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 。Adrian 與 Shin (2007b) 對實際資料的觀察亦吻合此項推論。2002 至 2004

年 Fed 的利率非常低，與泰勒法則估計之利率相比較後，殘差亦為負值，造成當

時 repo 快速擴張，此時流動性增加，造成資產負債表的成長。因此，即使透過

預期理論（央行的利率政策透過殖利率曲線的方式傳遞至總體經濟）傳遞仍存在

相當大的瑕疵，Shin 認為央行對長期利率的預期仍擁有主要影響力。對於政策透

明度的影響，他認為央行的政策傳遞至金融系統，透過此資產負債表管理的方

式，而非採取利率期限結構的預期理論仍然是合理的。 

 

第二節  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Lucas (1976) 提出政策模擬的批評，他認為進行政策模擬分析時，應具備個

體經濟分析基礎才能掌握民間部門對於政策變動前瞻的理性預期5。因為大眾之

前瞻性預期決策考量對於 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 模型計量係數的穩定程度

會產生影響。若缺乏個體經濟基礎進行決策分析時，政策模擬出的結果將產生錯

誤。而 DSGE 模型最早可以追溯到 Kydland 和 Prescott (1982) 將個體實證參數導

入模型，成功模擬總體經濟。早期的參數估計，由於參數估計的技術不成熟，使

得 DSGE 並不普遍，而晚近計量技術以及電腦計算效率提昇，使得 DSGE 成為

熱門的技術。晚近的參數估計，大多採用概似估計法或是蒙地卡羅馬可夫鍊法 

(Monte Carlo Markov Chain) 。在建立 DSGE 小型開放總體經濟模型 (small open 

economy) 的理論，大多沿襲 Obstfeld 及 Rogoff (1995) 的開放模型研究進行修

改，目前以 Galì 及 Monacelli (2005) 發展出來的價格僵固模型較為熱門，模型主

要以 Galì (1999) 的封閉經濟設定為基礎再行推廣，假設廠商為擁有 Calvo 型態

的價格僵固，並且擁有新凱因斯前瞻預期的習慣。Monacelli (2005) 再將兩人的

研究釋放掉購買力平價法則 (law of one price) ，使其更行一般化。而其他相關

                                                 
4 美國為 Fed，本文以央行作為政策執行的統稱。 
5
 許振明、洪榮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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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在 2007 年之後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相關著作有 Galí (2008) 、McCandless 

(2008) 、DeJong 和 Dave (2007) 。 

許振明與洪榮彥 (2008) 參考 Kollmann (2002) 的開放模型為基礎及何金巡

(2006) 所作的參數估計，建構出擁有台灣總體經濟參數的模型，進行利率法則

以及貨幣法則的分析。他認為台灣在不同外生衝擊下的政策反應可有以下結論： 

1. 國外調升利率時，本國貨幣應巨幅貶值； 

2. 國外物價膨脹時，本國貨幣應巨幅升值； 

3. 國內技術進步時，本國貨幣應微幅升值。 

本文將以第一節所提的文獻觀念，引入小型開放的 DSGE 模型，並且以台灣

長期資料估計參數，研究央行政策選定以及資訊透明性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以找

出對台灣較有利之政策目標。 

DSGE 模型的型態主要有兩種模式：第一種為非線性，第二種為線性模型。

本研究採取線性化的模型來分析總體經濟，線性模型初始值便發生均衡處，然後

在觀察變數上方加入波浪符號以代表偏離的程度。例如利率的代表符號為 r，則

r~ 代表其偏離均衡狀態時的值。因此在均衡時，所有的變數皆為 0，代表無偏離

均衡，再從整體的結構模型，針對各種動態給予一階自我回歸的外生衝擊，再對

產出及物價的變異估計社會福利損失。期望透過電腦的模擬，對央行政策透明性

的議題得到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