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獻回顧 

 

2.1 央行外匯干預的動機 

 

在過去文獻中認為央行進行外匯干預最主要的動機在於：當目前的匯率偏離

「正常匯率」(correct rate) 時，央行須進場干預使匯率可以回到央行認為的最適

值。而所謂的「正常匯率」是指匯率充分反應所有已公開的資訊，包括所有經濟

基本面因素。在浮動匯率制度下，市場的不效率性可能會導致匯率偏離其正常

值，而市場的不效率則來自於使市場趨於不穩定的投機行為  (destabilizing 

speculation) ， 如 ： 過 度 風 險 趨 避 1  (excessive risk aversion) 或 從 眾 效 應 

(band-wagon effects)。當投機行為使匯率偏離時，央行會採行逆勢操作政策 

(leaning against the wind)。當新台幣升值時，進行買匯操作放出新台幣；貶值時，

賣匯操作買入新台幣。因此，不效率的外匯市場及不穩定的投機行為提供央行進

場干預的動機；在這樣的動機背後隱含著一個假設，外匯市場投資人無法充分利

用所有公開的相關訊息以及央行使用資訊的能力比市場投機者來得有效率，在這

樣的假設下，干預政策才能扮演使市場恢復穩定的重要角色 (Friedman, 1953)。 

 

此外，央行進行外匯干預的動機可能來自於對未來貨幣政策的改變放出訊

息。這裡假設貨幣政策當局擁有比市場投資人更多關於未來貨幣政策的資訊，因

此，貨幣政策當局能更正確地預期這些貨幣政策對匯率的影響。而外匯干預政策

便成為央行對市場投資人在未來政策執行上的一個承諾。央行透過外匯干預使市

場投資人相信政府宣告的未來總體經濟目標及達成目標的貨幣政策會確實執行

與實現，而投資人對政府的信用將來自於現在的干預與未來政策必須具一致性；

也就是央行現在買進外匯隱含未來擴張性貨幣政策，而賣出外匯則代表未來緊縮

性貨幣政策。 
                                                 
1 指當市場參與者過度地相信某貨幣價值將有很高的機率會貶值或升值，將使此貨幣價值偏離基

本面而被低估或高估。此時，干預政策或許可降低因市場過度風險趨避而造成貨幣價值的扭曲。 



 

外匯市場短期的劇烈波動以及對資訊的過度反應而使匯率的短期均衡價格

偏離長期均衡價格也可能是央行進行外匯干預的動機之一。外匯市場的短期劇烈

波動可能是由於市場參與者主觀地排斥某些資訊，片面地接受或過分地接受某些

資訊，使外匯價格過分扭曲；也可能是某些影響匯率波動的訊息掩蓋了其他一些

同樣重要的資訊，造成外匯價格大起大落。另外，對於外匯的短期均衡價格偏離

長期均衡價格的現象，可能的解釋為當政府擴大貨幣供給量或降低利率時，因為

物價具僵固性 (rigidity) 並不會馬上上升，導致實際的貨幣供給量增加，外匯市

場則迅速反應，本國貨幣將大幅度下跌，使外匯的短期均衡價過分地低於長期均

衡價。因此，央行將基於此動機進場干預以降低短期匯率的波動性 

 

總結以上的討論，過去在探討各國央行外匯干預的動機主要為對匯率在短

期下偏離長期均衡上的「調整」(adjustment)。本文將從第二個動機---訊息管道—

央行透過干預宣告未來貨幣政策的方向，探討台灣中央銀行外匯干預與貨幣政策

及匯率之間的關係。 

 

 

 

 

 

 

 

 

 

 

 



2.2 沖銷干預與非沖銷干預 

 

所謂沖銷干預是指央行在外匯市場進行調節後，再採取公開市場操作等措施

以維持貨幣基數不變。相對地，非沖銷干預是指央行在進行外匯干預後不做反向

沖銷措施使貨幣基數恢復干預前的水準。過去實證結果大多支持非沖銷干預可以

透過貨幣管道而影響匯率。當央行進行非沖銷干預時將改變本國的貨幣基數，進

而改變貨幣供給、利率、市場預期，最後影響匯率。然而，沖銷干預的有效性在

過去實證上的結論是非常分歧的，因此，在過去文獻上大多針對沖銷干預的有效

性進行討論，而本文也將針對沖銷干預對匯率的影響管道做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表 2.1 為簡明的中央銀行資產負債表，其中貨幣基數由社會大眾持有的通貨

及存款貨幣機構存放央行準備金組成，淨值包括資本、未分配盈餘、法定公積、

特別公積等等。由表 2.1 可得到 

 

DCNFANWNDANFAMB +≡−+≡ )(                  (2.1) 

 

式中 DC (domestic credit) 為國內資產淨額減淨值的部分 (DC≡NDA-NW)，代表

央行國內信用的部分。 

 

央行進行外匯干預是透過買賣國外資產。當央行進行非沖銷干預時，買進(賣

出)國外貨幣使國外資產 (NFA) 增加同時放出等額的新台幣使貨幣基數 (MB)

增加 (減少)。因此，非沖銷干預對負債部分的影響和公開市場操作相同，同樣

使貨幣基數改變；但改變的來源不同，公開市場操作是透過改變持有國內資產使

貨幣基數發生改變。 

 

 



表 2.1. 中央銀行資產負債表 

資產 負債 
淨國外資產(NFA) 貨幣基數(MB) 
  黃金   通貨淨額 
  外幣   銀行準備金 
  
淨國內資產(NDA) 淨值(NW) 
  有價證券   未分配盈餘 
  存放國內銀行業   資本公積 
  其他資產   其他 

 

若央行採行沖銷干預，則 

 

NFADC ∆−=∆                                      (2.2) 

也就是 

0=∆+∆=∆ DCNFAMB                              (2.3) 

 

式中Δ代表相關科目的變化。通常，央行會進行公開市場操作，透過買賣國內資

產來抵銷因為干預造成貨幣基數改變進而對國內貨幣政策的影響。 

 

因此，沖銷干預無法經由貨幣管道影響匯率，而可能透過其他兩個管道：資

產組合平衡模型 (the portfolio balance channel) 及訊息傳遞管道 (the expectations, 

or signaling channel)。而本文將對訊息傳遞管道做深入地探討與分析。 

 

 

 

 

 

 



2.3 訊息管道的實證文獻回顧 

 

Mussa (1981) 認為央行透過外匯干預提供市場參與者一些新的相關資訊進

而影響現在的匯率。在此管道下隱含一個重要假設：貨幣當局或政策制定者必須

較其他市場參與者擁有更多的資訊，並且願意透過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將這些資訊

傳達給市場參與者。更正確地說，沖銷干預透過訊息管道影響匯率的效果來自於

市場參與者改變對未來貨幣政策的預期進而改變對未來匯率的預期而立刻影響

現在的匯率。因此，Mussa 認為即使在國內外資產為完全替代下，沖銷干預仍可

以透過訊息管道而影響匯率。 

 

Dominguez (1987) 利用美國 1977 年 2 月至 1981 年 2 月期間的週資料，研

究貨幣政策當局傳遞未來貨幣政策訊息以及影響市場對未來匯率預期的能力。他

將干預資料對事前預測的貨幣供給量估計一個迴歸方程式，發現當貨幣政策當局

擁有非常高的信譽期間，也就是市場參與者願意相信干預所傳遞的訊息時，干預

與貨幣政策之間具有很高的正相關性。Dominguez (1987) 也將干預資料對匯率變

化量估計一個簡單的迴歸方程式，並且發現，同樣在高信譽期間以及沖銷干預

下，匯率變化與干預之間具正相關，隱含貨幣政策當局能夠透過干預政策而影響

匯率，訊息管道在此期間是有效的。總結來說，Dominguez 的實證結果是支持訊

息傳遞假說。 

 

Humpage (1989) 同樣估計迴歸方程式來檢定沖銷干預下訊息管道的有效

性，迴歸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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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NTt 代表干預變數，εt 為一白噪音干擾項。落後兩期的匯率變數代表對匯



率的預期而利差補捉貨幣政策改變的效果。若訊息管道成立，則將不拒絕虛無假

設 H0：β1=1 以及 β2i > 0。研究期間為 1984 年 8 月 3 日至 1987 年 10 月 30 日，

匯率資料為美元兌日元與美元兌德國馬克日資料。實證結果發現拒絕虛無假設，

因此，Humpage (1989) 無法支持訊息管道的影響效果。此外，Eijffinger and 

Gruijters (1991a,b) 利用和 Humpage 相似的方法檢定 1985 年 2 月至 1988 年 9 月

美元兌德國馬克的日資料，結果也和 Humpage 相似，無法支持訊息管道，沖銷

干預對匯率的影響效果很小。 

 

Dominguez (1990) 利用不同的方法來檢定訊息管道的有效性。在理性預期的

假設下，他估計一個反向的資產組合平衡方程式，並且說明此估計過程提供了訊

息管道的檢定方法而不是資產組合平衡管道。理由為他所使用的干預資料為真實

的且為當期的干預資料而不是累積干預資料。估計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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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t 為風險溢酬；INTC 及 INTNC 為聯合干預與非聯合干預變數；ωt 為一白噪

音干擾項。研究期間與外匯資料皆與 Humpage (1989) 相似。Dominguez 將樣本

期間切割成五段分別估計其結果，發現在前一、二兩段期間，在 5%的顯著水準

下係數為顯著並且方向正確；然而，在後面幾期不是既不顯著方向也不正確，就

是方向正確但卻不顯著。因此，訊息管道在此研究下結果是不確定的。 

 

Dominguez and Frankel (1993a) 同時檢定資產組合平衡管道與訊息管道的有

效性。在不假設理性預期下，使用市場對美元兌德國馬克匯率的預期資料 

( survey data) 來估計。其中，在訊息管道的部分，Dominguez and Frankel 將市場

參與者對未來匯率變動率的預測值當應變數，自變數為落後期匯率變動、干預資

料的虛擬變數以及美國與德國實際的干預資料。此外，更加入所有傳統匯率決定



模型中所考慮的基本面因素，使其能補捉到更多的資訊。Dominguez and Frankel

的研究發現無論是訊息管道或資產組合平衡管道，結果都非常顯著。Dominguez 

and Frankel (1993c) 更進一步地發現當貨幣政策當局宣告未來的匯率政策以及報

章雜誌對干預政策的報導都顯著地影響市場參與者對未來匯率的預期。另外，若

干預是透過央行宣告，其結果將更加顯著。 

 

Lewis (1995) 使用 1985 年至 1990 年美國公開的外匯干預日資料估計一個兩

變數的 VAR 模型，探討干預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同時檢定現在的外匯干預

是否隱含未來貨幣政策的改變以及貨幣政策的改變是否引起央行採行逆勢操作

的干預政策。Lewis 的研究結果顯示，此兩個假設皆成立，表示外匯干預可能預

測未來貨幣政策的改變以及貨幣政策的改變也可能使央行進場干預匯率。此外，

Lewis 也利用衝擊反應函數估計不同貨幣政策變數的衝擊對匯率的影響，發現非

借入準備 (nonborrowed reserve) 的衝擊對匯率的影響較 M1 顯著。本文將參考

Lewis 的分析架構並且使用台灣資料進行實證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