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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料來源與實證結果 

 

4.1 資料來源與處理 

 

本節將對接下來實證分析的研究期間及所使用的干預、貨幣政策變數及匯率

資料做進一步地說明與分析。 

 

4.1.1 研究期間 

 

本文所採用的資料取自中央銀行金融統計月報，資料形態為月資料，樣本期

間為 1987 年 7 月至 2006 年 1 月，共計 223 個有效觀察值。蓋央行自 1987 年 7

月起大幅放寬外匯管制，國內外的利率差距方開始發揮影響資金進出與匯率的作

用。 

 

4.1.2 變數說明 

 

在探討外匯干預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中，我們採用的國內貨幣政策變數包

括 M1A、M1B、貨幣基數 (MB)、非借入準備 (NBR) 及銀行間隔夜拆款利率。

此外，Lewis (1995) 認為一國匯率可能同時會受到國外貨幣政策的影響，因此，

我們也將美國與日本銀行間隔拆利率納入模型中，探討國內外利差和干預政策的

關係。而在探討貨幣政策改變對匯率影響效果的分析中，我們採用新台幣兌美元

以及新台幣兌日元的匯率資料。 

 

由於央行實際於外匯市場買賣的資料並不可得，因此我們根據王泓仁 (2005)

所採用的資料，以央行持有的國外資產淨額變動量為衡量外匯干預的變數。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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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變數的選擇，早期研究通常以貨幣總量 (M1、M2) 為代表，但所受到

的批評是貨幣總量可能同時反應貨幣需求面的變動，因此，對貨幣總量的衝擊有

可能是反應來自需求面的衝擊而非供給面的衝擊。所以，應該尋找更能反映外生

貨幣政策的其他變數來代表，因此將貨幣政策的探討從貨幣總量轉至銀行的準備

市場或考慮採用更狹義的貨幣總量。在 Lewis (1995)中除了 M1 及貨幣基數 (MB)

外，解決以上問題所選擇的貨幣政策變數為聯邦資金利率( federal funds rate)與非

借入準備( nonborrowed reserves)。因此，本文根據 Lewis (1995)選擇了性質相近

的銀行間隔拆利率，每天的變動較能反應貨幣政策在準備市場的干擾；另一個選

取的變數是非借入準備，也就是央行公開市場操作額，就貨幣政策反應在準備市

場量的干擾上，應以非借入準備做明顯的區分，然因國內統計資料並未對借入準

備與非借入準備做明顯的區分，而若以實際總準備來衡量，又有反應需求面干擾

的疑慮，因此，以梁發進 (1991) 公開市場操作額的估計為非借入準備的估計值。 

 

在梁發進 (1991) 中提到我國央行之公開市場操作，主要係透過其發行與收

回乙種國庫券，定期存單，以及儲蓄券等中央銀行負債項目為之。不過，在資料

方面，因中央銀行並未公開發布其公開市場操作之資料，所以只能就央行資產負

債表相關項目的變動加以粗略的推估。我們將中央銀行的公開市場操作額度以下

式表示 

 

△NBR=△ (GS+PES+PRES+FIS-CBTB-CBCD-CBSB)          (1) 

 

式中 

△NBR = 公開市場買入額 (若為正)，放出新台幣；或公開市場賣出額 (若為

負)，收回新台幣 

GS = 央行持有的政府債券 

PES = 央行持有的公營企業有價證券 

PRES = 央行持有的民營企業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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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 = 央行持有的金融機構有價證券 

CBTB = 央行發行之乙種國庫券 

CBCD = 央行發行之定期存單 

CBSB = 央行發行之儲蓄券 

 

4.2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節針對所選定之變數，並參考 Lewis (1995)的方法探討台灣在 1987 年 7

月至 2006 年 1 月央行的外匯干預政策是否透過訊息管道影響匯率。 

 

4.2.1 單根檢定
1
 

 

本文將探討干預政策對未來貨幣政策變動的關係以及對匯率的影響，因此，

我們將各變數取變化量後進行單根檢定，檢定所有變數是否符合靜態數列

( stationary series )，結果如表 4.1 所示。所有變數在顯著水準 5%及 10%皆拒絕單

根的假設，而可認定這些變數的時間序列都呈現定態。 

 

 

 

 

 

 

 

 

 

                                                 
1 檢定過程請參考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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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單根檢定(ADF) 
變數 水準值 P 值 

 M1A△  -2.7828 0.0625* 
 M1B△  -3.3731 0.0130** 
 MB△  -3.3255 0.0150** 
 NBR△  -12.4276 0.0000** 
 IBR△  -8.6326 0.0000** 
(IBR△ - RJpn) -8.2366 0.0000** 
(IBR△ - RUs) -7.9331 0.0000** 
 S (NTD/US)△  -7.3901 0.0000** 
 S (NTD/YEN)△  -7.7625 0.0000** 

INV -4.7797 0.0001** 
*表 10%顯著水準；**表 5%顯著水準。M1A=貨幣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

貨+支票存款+活期存款；M1B=M1A+活期儲蓄存款；貨幣基數(MB)=銀

行準備金+通貨；非借入準備(NBR)為央行公開市場操作額；IBR 為銀行

隔拆利率；IBR- RJpn 為新台幣與日圓利差；IBR- RUs 為新台幣與美元利

差；INV 為干預資料 

 

 

4.2.2  干預與貨幣政策之相關性分析 

 

本節在探討 VAR 估計結果之前先利用 Granger2因果關係來判斷干預與貨幣

政策之領先-落後關係，所謂領先-落後關係，是當一變數先變動時，另一變數會

隨之變動，藉此將有助於 VAR 模型互動關係之預測。以下分「訊息管道」和「逆

勢操作政策」探討與分析。 

 

訊息管道 

 

表 4.2 為干預對貨幣政策變數之因果關係檢定的結果。在選定的五個貨幣政

策變數中，有三個貨幣政策變數拒絕「干預無法預測未來貨幣政策變動」之虛無

                                                 
2 檢定過程請參考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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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顯示干預對未來 M1A、M1B 及非借入準備 (NBR) 的變動具有預測的能

力。 

 

本文所選定干預資料的替代變數為中央銀行金融統計月報中表四—準備貨

幣變動因素分析---中之國外資產淨額變動量，若為正表示使準備貨幣增加，代表

賣出新台幣；若為負則代表買入新台幣。因此，若訊息管道成立，則現在買入新

台幣的干預政策將隱含未來緊縮性貨幣政策。故當貨幣政策變數為 M1A、M1B、

貨幣基數 (MB) 及非借入準備 (NBR) 時，干預與貨幣政策變動之間應為正相

關。當貨幣政策變數為銀行間隔拆利率時，干預與利率變動應為負相關。 

 

表 4.3 為部分 VAR 模型估計結果，以貨幣政策變數為應變數及落後期干預

變數為自變數探討訊息管道的影響效果。由表中可看出，干預與隔拆利率、貨幣

基數(MB)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在 M1A 與 M1B 中，落後 2、4、6 期皆顯著，

然而只有落後 2、6 期的干預係數為正，符合訊息管道；落後 4 期之係數為負，

表干預和貨幣政策變動呈負相關，與訊息管道的假設相反。在非借入準備(NBR)

中，落後 1、4、6 期皆顯著，然而只有落後 4’、6 期的係數為正符合訊息管道之

假設。 

 

Lewis (1995) 中認為，在匯率決定理論中，國內外相對貨幣政策也是決定匯

率之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只考慮國內貨幣政策變數可能對結果有所偏頗。因此，

本文擬納入國內外利差，包括台幣對美元利率 (federal funds rate) 與台幣對日圓

利率 (call money)。同樣地，我們檢定干預與國內外相對貨幣政策之因果關係並

估計 VAR 模型。 

 

表 4.4 為干預對國內外利差因果關係之檢定結果。然而，不管是台幣對美元

利率或是台幣對日圓利率皆無法拒絕「干預無法預測未來利差變動」之虛無假

設。表 4.5 為 VAR 估計結果，以國內外利差孌化量為應變數，干預變數為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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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結果顯示干預落後期之係數在 10%的顯著水準下皆不拒絕虛無假設。 

 

總結以上討論，央行的干預政策能有效地預測未來國內貨幣政策的變動，但

與國內外相對貨幣政策的相關性則不顯著。而在國內貨幣政策變數中，干預政策

能幫助預測未來四個月 M1A、M1B 及貨幣基數 (MB) 的變動，並能預測未來一

個月央行可能採行公開市場操作 (NBR)。但無法由現在的干預政策預測未來利

率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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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干預對國內貨幣政策之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應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數 
△M1A △M1B △MB △NBR △IBR 
0.0043* 0.0001* 0.4147 0.0103* 0.8994 

*表5%顯著水準 

表 4.3 落後期干預變數係數 

 應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數 
落遲數 M1A△  M1B△  MB△  NBR△  IBR△  

1 0.0643 
(1.0238) 

0.1039 
(1.0732) 

0.0734 
(1.0078) 

-0.2826 
(-2.2895)* 

-1.38E-06 
(-1.1037) 

2 0.1275 
(1.8734)* 

0.2659 
(2.5839)* 

0.0187 
(0.2376) 

-0.0166 
(-0.1220) 

1.46E-09 
(0.0011) 

3 0.0363 
(0.5407) 

0.1424 
(1.4000) 

0.0459 
(0.5913) 

-0.0828 
(-0.6126) 

6.02E-07 
(0.4522) 

4 -0.1511 
(-2.2215)* 

-0.2697 
(-2.6269)* 

-0.1772 
(-2.2554)* 

0.3200 
(2.3646)* 

-1.55E-07 
(-0.1154) 

5 0.0406 
(0.5984) 

0.1463 
(1.4201) 

-0.0143 
(-0.1818) 

-0.0293 
(-0.2136) 

2.91E-07 
(0.2184) 

6 0.1826 
(2.6821)* 

0.2571 
(2.4695)* 

0.1209 
(1.5383) 

0.2366 
(1.8944)* 

1.01E-06 
(0.7588) 

7 -0.0210 
(-0.3008) 

0.0002 
(0.0019) 

-0.0266 
(-0.3305) 

… 3.96E-07 
(0.2915) 

8 -0.0099 
(-0.1574) 

0.0617 
(0.6493) 

-0.0224 
(-0.3084) 

… -1.11E-06 
(-0.8990) 

註：最適落後期數的選取準則為LR統計量，在最大落後期數8期的設定下決定其最適落後期

數。括弧中數字為t值。*表10%顯著水準。M1A=貨幣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貨+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M1B=M1A+活期儲蓄存款；貨幣基數(MB)=銀行準備金+通貨；非借入準備

(NBR)為央行公開市場操作額；IBR為銀行隔拆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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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干預對利差之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應變數—國內外利差變動 
△(IBR- RUS) △(IBR- RJpn) 

0.89085 0.8889 
*表5%顯著水準 

表 4.5 落後期干預變數係數 

 應變數—國內外利差變動 

落遲數 △(IBR- RUS) △(IBR- RJpn) 
1 -6.55E-07 

(-0.5096) 
-1.25E-06 
(-0.9923) 

2  3.24E-07 
(0.2316) 

-7.16E-08 
(-0.0524) 

3 5.48E-07 
(0.3989) 

 5.51E-07 
(0.4119) 

4 -1.71E-07 
(-0.1228) 

-2.26E-07 
(-0.1669) 

5 -1.34E-07 
(-0.0971) 

3.29E-07 
(0.2457) 

6 9.41E-07 
(0.6851) 

1.25E-06 
(0.9375) 

7 -4.36E-08 
(-0.0312) 

8.23E-08 
(0.0602) 

8 -1.86E-06 
(-1.4647) 

-1.10E-06 
(-0.8841) 

註：最適落後期數的選取準則為LR統計量，在最大落後期數8期的設定下決定其最適

落後期數。其中IBR- RUS為台幣與美元利差、IBR- RJpn為台幣與日圓利差。括弧

中數字為t值。*表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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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勢操作政策 

 

Lewis (1995) 也從另一個角度去探討干預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所謂的逆

勢操作 ( leaning against the wind) 政策為貨幣政策當局可能為了達成國內經濟

目標而採行相關的貨幣政策，而當貨幣政策發生變動進而影響匯率時，將使央行

進場干預匯率的變動。如緊縮性貨幣政策將使本國貨幣升值，央行若採貶值政

策，將促使央行進行買匯的沖銷干預措施阻升新台幣。 

 

因此，若干預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逆勢操作之關係，則現在貨幣政策的改變

將有助於預測未來央行可能進場干預匯率。表 4.6 為國內貨幣政策變動對干預之

因果關係檢定，結果顯示除了銀行隔拆利率外，其他四種貨幣政策變數皆拒絕虛

無假設。因此，現在貨幣政策的變動將有助於預測未來的外匯干預。 

 

若逆勢操作政策成立，則擴張性貨幣政策將促使央行進行賣匯操作，買進新

台幣使貨幣基數減少。因此，貨幣政策變動與干預之間存在負相關，而與利率呈

現正相關。表 4.7 為以干預為應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動量之落後期為自變數之

VAR 模型估計結果。其中較廣義之貨幣供給如 M1A、M1B 皆在落後八期時顯著，

且係數為負，符合逆勢操作政策之假設。而貨幣基數 (MB) 則在落後 6~8 期時

係數皆顯著且為負，非借入準備 (NBR) 在落後一期時顯著亦為負，因此，皆符

合逆風操作政策之假設。然而，在銀行隔拆利率的部分雖然在落後四期時係數為

顯著，但符號相反，因此，並不支持逆勢操作政策之成立。 

表 4.8 與 4.9 為考慮國內外相對貨幣政策之因果關係檢定與 VAR 估計結果。

結果顯示干預與國內外利差間不存在因果關係，而在 VAR 估計中，雖然與日本

利差在落後四期時係數顯著，但符號相反，因此，在考慮國外貨幣政策因素時，

並沒有顯著影響央行干預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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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貨幣政策變動與干預之因果關係檢定 

自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動量 
M1A△  M1B△  MB△  NBR△  IBR△  

0.0183* 0.0017* 0.0023* 0.0975** 0.6090 
*為5%顯著水準，**為10%顯著水準 

 

 

 

 

表 4.7 貨幣政策變數落後期之係數 

 自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動量 
落遲數 M1A△  M1B△  MB△  NBR△  IBR△  

1 0.0875 
(1.0841) 

0.0769 
(1.4387) 

-0.0202 
(-0.2946) 

-0.0948 
(-2.4748)* 

-3365.983 
(-0.8448) 

2 0.0687 
(0.8466) 

0.0320 
(0.5641) 

0.0527 
(0.7653) 

0.0091 
(0.2352) 

-4967.944 
(-1.3106) 

3 -0.0413 
(-0.5073) 

0.0042 
(0.0751) 

-0.0782 
(-1.1304) 

0.0150 
(0.3997) 

-4789.762 
(-1.2079) 

4 0.0562 
(0.6740) 

0.0635 
(1.0967) 

-0.0245 
(-0.3477) 

-0.0157 
(-0.4210) 

-7726.860 
(-1.9277)* 

5 -0.0533 
(-0.6432) 

0.0072 
(0.1270) 

-0.0861 
(-1.2397) 

-0.0220 
(-0.5721) 

-2917.382 
(-0.7238) 

6 0.0368 
(0.4522) 

0.0448 
(0.8081) 

-0.1205 
(-1.7517)* 

0.0755 
(1.9089)* 

-5538.196 
(-1.3959) 

7 -0.0868 
(-1.0739) 

0.0118 
(0.2108) 

-0.1878 
(-2.7540)* 

… -655.8230 
(-0.1735) 

8 -0.2968 
(-3.6617)* 

-0.2030 
(-3.7577)* 

-0.2803 
(-4.0932)* 

… -4631.505 
(-1.1799) 

註：最適落後期數的選取準則為LR統計量，在最大落後期數8期的設定下決定其最適落後期

數。括弧中數字為t值。*表10%顯著水準。 M1A=貨幣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貨+支票

存款+活期存款；M1B=M1A+活期儲蓄存款；貨幣基數(MB)=銀行準備金+通貨；非借入

準備(NBR)為央行公開市場操作額；IBR為銀行隔拆利率。 



 11

 

表 4.8 國內外利差與干預之因果關係檢定 

自變數—國內外利差變動 
(IBR△ - RUS) (IBR△ - RJpn) 
0.91032 0.56823 

*表10%顯著水準 

 

 

 

表 4.9 國內外利差變動落後期之係數 

 自變數—國內外利差變動 
落遲數 (IBR△ - RUS) (IBR△ - RJpn) 

1 -2064.422 
(-0.5339) 

-3372.837 
(-0.8535) 

2 -3704.748 
(-1.0014) 

-5016.623 
(-1.3341) 

3 -3405.298 
(-0.8920) 

-4403.202 
(-1.1219) 

4 -5272.784 
(-1.3703) 

-8243.372 
(-2.0732)* 

5 -828.0484 
(-0.2144) 

-3025.895 
(-0.7557) 

6 -1755.452 
(-0.4595) 

-5009.138 
(-1.2745) 

7 1214.659 
(0.3296) 

-943.4542 
(-0.2515) 

8 -1737.724 
(-0.4565) 

-4658.517 
(-1.1954) 

註：最適落後期數的選取準則為LR統計量，在最大落後期數8期的設定下決定其最適

落後期數。其中IBR- RUS為台幣與美元利差、IBR- RJpn為台幣與日圓利差。括弧中

數字為t值。*表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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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貨幣政策與匯率之相關性分析 

 

以上我們利用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和 VAR 模型探討了干預與貨幣政策之

關係，結果顯示干預與貨幣政策之間互為回饋關係。現在的干預政策有助於預測

未來貨幣政策之變動，同時現在貨幣政策之變動也有助於預測未來央行可能之干

預行為。接下來，我們想要探討貨幣政策與匯率之關係。 

 

在 Mussa (1981) 提到，干預透過訊息管道影響匯率之方式來自於干預與未

來貨幣政策之關係而影響市場參與者改變對未來貨幣政策之預期進而影響現在

之匯率。因此，此管道須有一個前提假設：貨幣政策對匯率須有顯著的影響。 

 

在 Lewis (1995) 中對於貨幣政策與匯率之相關性分析，Lewis 估計一個包括

貨幣政策變數與匯率之兩變數的 VAR 模型，並且畫出匯率對貨幣政策變數之衝

擊反應函數3。Lewis 所使用之貨幣政策變數包括狹義貨幣供給額 M1、非借入準

備 (NBR) 及聯邦資金利率 (federal funds rate)4，匯率資料為美元兌日圓及美元

兌德國馬克。選擇 M1 是因為在過去研究中，M1 為最常使用的貨幣政策變數；

然而，他認為從流動性假設的角度來看，在過去文獻中皆發現 M1 和利率成正相

關，並不符合流動性假設。因此他根據 Christiano 及 Eichenbaum (1992a, 1992b)

提出以非借入準備 (NBR) 為衡量貨幣政策變數之標準；此外，選擇聯邦資金利

率是因為此利率為衡量實質經濟活動之良好指標。 

因此，本文參考 Lewis (1995) 選擇和 M1 性質相近之 M1A、非借入準備 

                                                 
3 本文在探討貨幣政策變數發生自發性衝擊時，並未考慮到貨幣政策之外生性。然而，在 Bernanke 
and Blinder (1992) 中認為聯邦資金利率(Federal Funds rate)不一定為單純地外生變數，它可能同

時受到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影響，因此，為了解決此一問題，Bemanke and Blinder 估計一個含數個

變數(包括需求與供給面之變數)的 VAR 模型，並且從模型中獲得正交化的殘差值來代替聯邦資

金利率之外生性之自發性衝擊。估計之 VAR 模型所採取之變數為：log(IPt), INFt, log(PCOMt),FFt, 
log(NBRt), log(TRt)} 其中 IP 為產值；INF 為通膨率；PCOM 為生產者物價指數；FF 為聯邦資金

利率；NBR 為非借入準備；TR 為總準備。本文在此暫忽略外生性問題。 
4 更多關於 VAR 模型下之貨幣政策變數分析的討論請參考 Christiano, Eichenbaum and Eva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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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及銀行隔拆利率來探討貨幣政策是否影響匯率，而所採用之匯率資料為新

台幣兌美元以及新台幣兌日圓。 

 

根據傳統匯率決定理論，若央行採行擴張性貨幣政策將使匯率貶值，因此，

匯率與貨幣供給額成正相關且與利率呈負相關。 

 

表 4.10 為自變數為新台幣兌美元匯率之 VAR 係數估計結果，結果顯示 M1A

雖然落後 1、3 期係數顯著，但符號與匯率決定理論不符；而非借入準備 (NBR) 

落後一期係數顯著且符號支持推論結果；在隔拆利率部分，落後 1、2、7 期皆顯

著，然而只有落後一期符號正確。 

 

圖 4.1 為新台幣兌美元匯率對貨幣政策變數之衝擊反應函數圖。上圖為當

M1A 發生一單位標準差之自發性衝擊對匯率的影響，由圖中可看出，匯率有立

即性地約 5%升值反應，約持續九個月後恢復平穩，然而此與傳統匯率決定模型

假設之關係不符。中間的圖為當非借入準備發生一單位標準差之自發性衝擊時對

匯率的影響，匯率有立即性地貶值反應，且幅度高達 15%，約持續五個月後恢復

平穩，此與傳統匯率決定模型假設之關係相符。下圖為當銀行隔拆利率發生一單

位標準差之自發性衝擊時對匯率的影響，匯率在一開始顯著升值，然而在第二期

後逐漸貶值，之後呈振盪走勢約持續 12 期而恢復平穩。 

 

表 4.11 為自變數為新台幣兌日元匯率之 VAR 係數估計結果，結果顯示 M1A

及非借入準備皆不符合訊息管道，然而隔拆利率在落後 6 期時係數顯著且符號正

確。圖 4.2 為新台幣兌日圓匯率對貨幣政策變數之衝擊反應函數圖。M1A、非借

入準備及銀行隔拆利率對匯率之影響方向與新台幣兌美元相似，然而影響幅度較

小，約為 0%~0.2%。 

由以上討論可知，貨幣政策變數的衝擊對新台幣兌美元匯率影響較日圓顯

著，可能的原因為央行進行干預時是透過買賣美元與新台幣，因此，干預對新台



 14

幣兌美元應有較顯著的直接影響效果。而在貨幣政策變數中，以非借入準備(NBR)

對匯率的影響較顯著且方向正確。而 M1A 對匯率之影響方向則與傳統匯率決定

模型之方向不符，此與過去文獻之結論相符。因此，以非借入準備做為貨幣政策

衡量指標似乎較 M1A 來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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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落後期貨幣政策變數之係數(新台幣兌美元) 

 應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數 
落遲數 △M1A △NBR △IBR 

1 -1.24E-06 

(-2.2093)* 

8.19E-07 

(2.7363)* 

-0.051858 

(-1.9148)* 

2 -2.31E-07 

(-0.4180) 

… 0.059441 

(2.1792)* 

3 -9.95E-07 

(-1.7970)* 

… 0.015814 

(0.5604) 

4 4.88E-08 

(0.0852) 

… 0.029440 

(1.0430) 

5 … … 0.018568 

(0.6664) 

6 … … -0.000953 

(-0.0355) 

7 … … 0.045962 

(1.7209)* 

表 4.11 落後期貨幣政策變數之係數(新台幣兌日元) 

 應變數—國內貨幣政策變數 
落遲數 △M1A △NBR △IBR 

1 -1.23E-08 

(-1.0669) 
8.90E-10 

(0.1599) 
-0.000955 

(-1.6773)* 
2 2.10E-09 

(0.1822) 
-5.53E-09 

(-0.9971) 

-4.01E-05 

(-0.0707) 
3 -4.70E-09 

(-0.4115) 
-4.19E-09 

(-0.7639) 

0.000581 

(0.9862) 
4 1.13E-08 

(0.9836) 
3.26E-09 

(0.5919) 

2.61E-05 

(0.0441) 
5 4.25E-09 

(0.3734) 

6.37E-09 

(1.1165) 

-0.000274 

(-0.4644) 
6 -2.56E-08 

(-2.2278)* 

-1.40E-08 

(-2.3758)* 

-0.000592 

(-1.0448) 
7 … … 0.000592 

(1.0506) 
註：最適落後期數的選取準則為 LR 統計量，在最大落後期數 8 期的

設定下決定其最適落後期數。 M1A=貨幣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貨+

支票存款+活期存款；非借入準備(NBR)為央行公開市場操作額；IBR

為銀行隔拆利率。括弧中數字為 t 值。*表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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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匯率(新台幣兌美元)對貨幣政策變數之衝擊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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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匯率(新台幣兌日圓)對貨幣政策變數之衝擊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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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變數之 VAR 模型估計與衝擊反應函數之分析 

 

在 Lewis (1995)文章中利用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與 VAR 模型探討落後期干

預政策與現在貨幣政策之相關性，並且進一步地利用衝擊反應函數分析貨幣政策

之自發性衝擊對未來匯率之影響。Lewis 透過以上兩個步驟來捕捉干預政策透過

訊息管道而影響匯率之關係。然而，在 Mussa (1981) 提出的訊息管道中認為，

市場參與者會透過改變未來貨幣政策的預期而影響現在匯率。其關係式如下： 

 

t
e

jt SM |+                                          (4.1) 

,jt
e

jtjt uMM +++ +=                                 (4.2) 

tjtjt SuM |++ −                                     (4.3) 

 

其中 jtu + 為一白噪音干擾項，因此，由式中可看出我們真正要探討的應該是

現在匯率與未來貨幣政策之關係。 

 

本文為了探討匯率與未來貨幣政策之關係並且獲得更多地資訊使模型估計

更加完整，我們擬估計一個包含干預、貨幣政策變數與匯率資料三個變數之 VAR

模型，同時探討當央行進行干預政策時對匯率的影響效果從而推估當央行要達成

既定匯率目標時，擬如何進行外匯干預措施。估計方程式如下： 

 

,]',,)()[(],,)([ '
ttttttt usnimLBsnim +∆∆=∆∆              (4.4) 

 

式中 m(i)為貨幣政策變數，i = 非借入準備(NBR)。在此，我們只考慮非借

入準備是因在採用 Lewis (1995)的分析架構下，我們發現只有非借入準備符合訊

息管道之假設，並且在匯率資料上我們採用新台幣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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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為貨幣政策變數(非借入準備)對匯率之自發性干擾的衝擊反應函數

圖。由圖中可看出，當現在匯率發生一單位標準差之自發性衝擊對貨幣政策沒有

立即性的影響效果。但我們可發現匯率與未來非借入準備呈正相關，代表當現在

匯率發生貶值時，隱含未來將採擴張性貨幣政策，符合傳統匯率模型之假設。 

 

若訊息管道成立，當央行採行買匯干預措施(INV 為正)放出新台幣時，市場

參與者將預期未來將採行擴張性貨幣政策而使匯率現在就貶值，因此，干預與匯

率變動呈正相關。圖 4.4 為匯率(新台幣兌美元)對干預政策之衝擊反應函數圖。

由圖中發現，當干預發生自發性衝擊時，對匯率有立即性的影響，然而影響方向

呈現負相關，不過，逐漸呈貶值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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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貨幣政策變數(NBR)對匯率(新台幣兌美元)之衝擊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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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匯率(新台幣兌美元)對干預變數之衝擊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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