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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期貨」、「選擇權」及其他衍生性金融商品 

 
一、介紹遠期契約（forward）、期貨（future）與選擇權（option）及其他「衍生

性金融商品」（derivatives）之起源 
二、介紹「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的定義及步驟 
三、介紹各種風險（risk）之種類 
四、介紹避險（hedge）的步驟 
五、介紹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種類：遠契期約、期貨、選擇權、交換契約（swap）、

證券化（securitization）及結構型商品（structured products）等 
 

任何交易均存在風險，如價格變動風險、利率風險、匯率風險或通貨膨脹風

險等，為了降低這些伴隨著交易或投資而來的風險，各類避險工具陸續因應而

生，如遠期契約（forward）、期貨（future）、選擇權（option）及交換契約（swap）

等。讀者研習本章後，應能了解各項風險的起源與定義，以及各項衍生性商品的

基本概念。 
 

一、「期貨」、「選擇權」及其他衍生性金融商品 

1-1 期貨、選擇權及其他衍生性金融商品之起源 
衍生性金融商品之英文為 derivatives，即自現貨（如金屬、農產品等實質商

品，以及股票、利率等金融商品）所引申或衍生（derive）而得的商品。一般常

見的衍生性金融商品為遠期契約（forward）、期貨（future）、選擇權（option）

及交換契約（swap）等商品。之後，更衍生出不動產（real estate）及不動產抵押

債權（mortgage，在中國大陸稱為按揭，為廣東話自英語之音譯）之證券化商品，

例如：不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EIT）由金融資產證券化

（asset securitization）所發行之商品，包括不動產抵押權擔保證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本利分割式債券（separate trading of registered 
interests and principals, STRIP），以及自 MBS 及其他債權所衍生出的序列型不動

產抵押權擔保債券（collateralized-mortgage obligation, CMO）及債權擔保債券

（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 CDO）等。美國於 2006 年起所發生之次級房貸風

暴（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其影響蔓延至全球金融市場，也與 CMO 及 CDO
發售至全世界有關。而將固定收益證券與其他衍生性金融商品組合後，又稱為「結

構型商品」（structured note）。上述衍生性金融商品的定義及操作方式，將在本書

各章節中有更詳細的介紹，此處將先探討衍生性金融商品的起源。 
任何投資都存在風險，尤其是其價格不確定或波動性極高時，在這種情形之

下，投資者如何降低風險呢？或只能眼睜睜地看標的物持續上漲或下跌呢？甚至

明明已經預期標的物在未來 3 個月後將缺貨，卻苦無任何管道可以減少缺貨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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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此如果市場上可供我們「預先訂貨」，未來將無缺貨的風險，此「預訂」

的交易制度，即為衍生性金融商品的起源。之後，則藉著「交換」契約達到為雙

方避險、以及藉著「證券化」為投資者降低流動性風險及擴大募資管道的目的。 
因此，在預期未來商品有缺貨，或是價格上漲的可能之下，有需求的投資者即可

「預先以約定的價格購入」，若未來該商品果真如預期上漲或缺貨，則預先訂購

的投資者即可以約定價格購入商品，稱為「避險」。「避險」是「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的重要一環，衍生性金融商品的誕生，即因投資者或經營者在風

險管理下的需求。以下即簡單介紹何謂「風險管理」。 
 
1-2「風險管理」的定義及步驟 
上節提過，任何投資甚至經營活動均存在風險，所謂「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

禍福」，儘管我們已知風險的存在，但如何才能辨別風險變動的方向或預期其發

生的可能，以及應用衍生性商品以達到「避險」的目的呢？「避險」可簡單的歸

納為以下三步驟： 
一、觀察投資者或經營者資產負債表的二邊，即資產及負債，檢視或預測其資產

及負債對不同風險因子（如利率、匯率、持有期間等）有無敏感程度不同的情形，

此即為常見的「資產／負債管理」（Asset/Liability Mana- gement, A/L M）； 
二、盡量減少資產及負債二邊對風險因子敏感程度的差異，此差異稱為缺口

（gap），缺口愈大，表示風險愈高； 
三、若因產業特性或公司型態等限制因素，無法減少缺口程度，再選擇投資與風

險有關的商品，如前述之遠期契約、期貨或選擇權等。 
以上三步驟可謂是「風險管理」的完整流程，然吾人如何了解各種不同風險的存

在呢？以下即簡單介紹風險的種類。 
 
1-3 風險的種類  

風險（risk）指的是報酬率的不確定性。投資者在個人理財或公司投資決策

前，應瞭解當時投資環境裡所隱含的風險，並從中找出因應之道。本節將為讀者

介紹金融市場中投資活動常面臨的風險，包括政治風險、利率風險、匯率風險、

市場風險、通貨膨脹風險、違約風險、企業風險、流動性風險、財務風險及其他

相關風險。 
 

一、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指的是因政治環境之不穩定性及政策執行之不連續

性，而對投資報酬率所造成之影響。政治環境之安定性及政策執行之連續性是確

保投資活動獲得預期報酬之先決條件，尤其對房地產投資而言，政局不穩或管理

當局政策搖擺不定，均可能影響當時預估之市場及獲利。舉例而言，1995 年大

陸對台灣發射導彈，嚴重威脅台灣人民的生活及投資環境，股市應聲下跌，房地

產市場跌幅亦達一至二成；在印尼，1997 年的金融風暴使得印尼盾幣值在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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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下半年間暴跌了 100％，當了數十年總統的蘇哈托在國內示威暴動頻傳的情況

下，黯然下台，原本親蘇哈托政權之企業也因此「樹倒猢猻散」，更加速了外資

的撤離。2006 年起，美國發生了「次級房貸風暴」（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不僅影響美國境內的不動產市場及金融市場之穩定性，也對世界的投資環境產生

極大的衝擊 。由此可見，在進行投資決策前，投資者應先評估投資環境之安定

性及其未來政策延續或變動之可能性，以免預報酬率受此非經濟因素之負面影

響。 
 

二、利率風險 
利率風險（interest rate risk）指的是，因市場利率變動而導致預期投資報酬

率變動之風險。一般而言，市場利率上升對傳統投資標的（如債券、股票及房地

產等）的影響是負面的，因為利率一旦升高，外界環境較不利投資，致使資金多

傾向流入銀行，在外界的資金動能不足的情況下，投資標的的價值自然傾向下跌

的趨勢。這種情形尤以固定收益的債券最為明顯，如支付固定利息的政府公債或

公司債在市場利率上升時，其所支付之利息相對縮減，使得證券之價格因此下

跌；反之亦然。然而對日新月異的衍生性金融商品而言，此結論卻不盡然正確，

如利率指數之買權（call option）或債券期貨之賣權（put option）即鎖定利率指

數之買價或債券期貨之賣價，一旦利率上升，投資者即可執行權利，以低價買進

利率指數，此時債券價格亦隨之下跌，投資者亦可因此執行當初議定之價格，出

售債券而獲利。 
 

三、匯率風險 
匯率風險（currency risk）係指投資標的之價值因當地國家幣值變動而導致

報酬之不確定性。匯率風險通常與政治局勢、經濟發展及利率水準等因素高度相

關，若儲蓄水準為衡量財富的「絕對標準」，則當地國家之匯率即可視為「相對

標準」。即使以某特定幣別進行投資或儲蓄的報酬率極高，但該幣值在國際匯兌

上卻節節滑落，則此投資之實質報酬率仍難以判定，如從 1997 年東南亞金融風

暴，使印尼、南韓的幣值劇貶，以及 2006 年之美國次級房貸風暴，導致美元下

跌，影響人民之購買能力，即可看出匯率風險之影響。通常分散匯率風險的方法

為多國籍投資或分散進、出口國家等策略，即可避免單一國家或區域投資可能面

臨之貨幣變動損失。 
 

四、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market risk）又稱為系統風險（systematic risk），指的是整個大環

境影響所有投資標的報酬率之風險，這種衝擊在股票市場之大盤指數表現得最明

顯；自 1997 年的東南亞金融風暴影響整個亞洲股市、房地產，至 2006 年起之美

國次級房貸風暴及過去的石油危機所引起之全球性經濟恐慌等事件，均屬於影響

深遠程度不一的市場風險。而 1998 年台灣陸續有多家上市建設公司發生跳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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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係市場上房屋供過於求、去化不易所造成的現象，此亦屬於市場風險。 
 

五、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風險（inflation risk）又稱為購買力風險（purchasing power risk），

指的是未來所賺取之收益小於現今收益之購買力。舉例而言，若小明為 T 大學

生，其打工一小時的工資為 100 元，可買到十個包子，今小明打工一小時的工資

上漲為 108 元，乍看之下，其工資（名目收益）似乎上漲了，但現在小明卻只能

買到九個包子，由此可見，其實質購買力下降了。此時，我們可說小明正面臨了

通貨膨脹風險，或者是小明的荷包正漸漸縮水了（即錢愈來愈薄了）。 
就房地產投資而言，預售制度不啻是業者紓解資金壓力的一大福音，然就景

氣循環的觀點，在預售階段即售罄所有戶數（即業者所謂的「clean」），是否對

建商百分之百的有利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預售階段所議定之房屋售價是固

定的，在完全售出到完工交屋前可能還有一段時間，若在此期間內，物價隨通貨

膨脹上漲，營建成本，如人工、砂石、水泥等，上揚的幅度超過當初售屋時的預

期，則此時建商便可能因通貨膨脹而影響當初預期之利潤。1973 年之能源危機，

導致台灣房地產歷經一波意料之外的漲幅，亦使得多數預售屋之建商及以定價承

包工程的營建業者血本無歸；2006 年起，國際原油暴漲，也造成了「成本推動

型」（cost-push）的通貨膨脹，導致公共工程的推動受到阻礙。因此，未來建設

公司或營造廠在訂定預售契約或承包工程時，應訂定此通貨膨脹（或物價）條款，

以免不知不覺地由單方面承受此風險。 
 
六、違約風險 

違約風險（default risk）指的是，契約任一方不執行約定內容之義務，而導

致損害另一方權益之風險。舉例而言，購買者自銀行貸款 500 萬元以購買 600
萬元之住宅，貸款利率每年 8％，分 20 年期，每月償還 50,186 元，不料一年後，

房屋市價跌至 400 萬元，購屋者經考量後，可能因此放棄此屋之擁有權而停止支

付本息，銀行則因購屋者違約而需承受此屋，其收益可能因而受損；又如 2006
年，美國次級房貸風暴對全世界金融市場造成嚴重衝擊的原因乃是，提供高收益

率的債權擔保債券（CDO），因美國提高利率影響不動產市場，而導致售至全球

的 CDO 背後抵押品違約。因此，任何事業之經營及投資，均應評量未來對方或

標的資產違約或倒帳之可能性，才不會致使企業面臨更大的危機或投資失利。 
 

七、企業風險 
企業風險（business risk）指的是個別公司或投資專案因產業景氣、公司經

營管理能力、個案品質及區位等企業或個案因素，無法創造足夠之銷售或營業

額，致使企業利潤減少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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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流動性風險 
流動性係指投資標的轉換成現金之能力，或稱變現性。當某資產無法於短期

內以合理的價位售出時，此資產即面臨了流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一般而言，

投資標的中以現金的流動性最高，公開發行之股票、債券居次，流動性最低的通

常是房地產。因此，隨時可能有現金需求之投資者應依流動性謹慎考慮投資標的

之優先順序，例如許多企業主或公司之資產價值大於負債，但卻因周轉不靈而倒

閉，此即資產之變現性不足，或因無法即時售出，或因遭買方惡性殺價所致。因

此，持有短期負債的業主最需注意流動性風險。 
 

九、財務風險 
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指的是企業或某個案無法創造足夠的收益，以支

付因舉債而產生之利息或償債需求（debt service requirement）之風險。當投資所

需資金龐大時，多數業者均以舉債方式經營，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景

氣繁榮的階段，舉債經營可以「錦上添花」，提高股東權益（stockholder's equity，

即自有資本）報酬率（return on equity, ROE）；但在景氣衰退的階段，舉債卻會

「雪上加霜」，降低股東權益報酬率。台灣自 1991 年起房地產漲幅之末期，許多

不動產投資業者因餘屋滯留無法支付鉅額利息支出而認賠出場，因此，常見於營

建業者的高度舉債經營方式，不應輕忽財務風險之殺傷力。 
 

十、其他相關風險 
任何產銷活動自規劃、生產乃至成品產出及銷售之程序中，均可能面臨對企

業「偶發」或「突發」的不利影響，如政府對金融商品政策的突然轉變，氣候之

突然變化，或其他事先未能預測或檢視得知的風險，均可歸類為其他風險。例如

在 1998 年，大陸突然提高對台商課稅之稅率及任意編列稅目，便均非當初至大

陸投資設廠之台商所能預料；又如 1998 年，蘇俄宣布暫時停止其政府公債利息

之支付，亦引發美國長期資金管理公司（LTCM）瀕臨破產之危機。諸如此類難

以預知之風險，均可能使企業在進行避稅或避險操作上措手不及，引發企業永續

經營或財務操作上的困難。 
 
＜實務專欄＞ 
妥善財金管理 企業如虎添翼 
--- 假如企業是一隻老虎的話，那財務金融管理就是其翅膀，運用得宜是如虎添

翼，錯誤操作則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自東南亞金融風暴以來，許多公司即因經濟衰退、業績下滑及財務壓力而紛

紛不支倒地，其中不乏上市公司或知名大企業，原因不外乎忽略了企業發展時所

面臨的風險及應有的風險管理。舉例而言，泰國原本排名前三大的塑化公司，在

金融風暴發生之前均積極擴張，包括對外發行海外公司債，其中前二大公司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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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良、基本面健全，經證券公司順利取得國外資金（以美元計價）；而第三大

的公司則因種種因素而未達成籌措國際資本的目的。在此前二大公司開香檳歡慶

之餘，不料卻在 1997 年 6 月發生金融風暴，在之後一年間泰銖貶值幅度近 40％，

使得前二大公司之負債（以美元計價）急遽膨脹，終因無法支應債務壓力而宣布

倒閉，而原本第三大的公司竟因前二名的出局而躍升為第一大！ 

以上的例子或可說明企業發展時所面臨的風險，對企業的未來可能造成的衝

擊，也可解釋何以國內企業（尤其是舉債程度偏高的營建業）在金融風暴後倒風

頻傳，有如「蘿蔔蹲」一般，至今依然哀鴻遍野。一般而言，不同企業發展過程

中常面臨的風險、形成原因與時期及避險之道，可由以下討論略知一二： 

 

流動性風險 

流動性風險即企業現金流入無法支應現金流出，因周轉不靈而面臨倒閉的風

險。流動性風險最常發生在利率走低的情況下，企業為籌募低成本的短期資金，

可能大肆舉債，影響其原有之資本結構，且其所對應之資產相對偏長期，流動性

偏低，由資產負債管理的觀點看來，正面臨了「期限不配合」（maturity mismatch）

的情況，一旦利率走高或銀行抽銀根，企業極可能因長期資產一時求售無門，因

周轉不靈而倒閉，此現象以營建業及原料或存貨比例偏高之生產業最為普遍。 

通常企業規避流動性風險之不二法門為維持適度的流動比率（如流動資產與流動

負債間之比值）。一般而言，在保守穩健的情況下，流動比率宜維持在 200％左

右；而當此比率低於 50％時，企業即不可避免地面臨流動性風險之衝擊。 

 

匯率風險 

匯率風險即因企業資產負債間以不同幣值計價而導致的風險。以上述之泰國

塑化公司為例，因其為內銷型產業，其資產面以泰銖計價，而當其發行美元計價

的公司債時，即很明顯地面臨了匯率風險，即美元升值時，其負債將膨脹，影響

其償債能力。最常面臨匯率風險的企業不外乎進出口公司或資產負債間幣別權重

不等之公司，在國際匯兌市場不穩定時，匯率風險尤為顯著。在金融風暴後，匯

率風險更是國際企業及投資者所關注的焦點，因為原本累積的財富將因此一「相

對指標」而有所波動。 

通常規避匯率風險的管道為同時承做進出口活動，使資產負債間以不同幣別

計價之額度等量隨匯率波動；而在無法取得平衡、產生缺口（gap）時，則應考

慮以外匯遠期契約（NDF）、選擇權（option）或與銀行換匯（currency swap），

以規避本身面臨的單向風險。 

 

利率風險 

利率風險即因企業資產負債間對利率之敏感性不等所導致的風險。舉例而言，當

企業向銀行舉長債（浮動利率）投資鉅額的政府公債或公司債（固定利率）時，

一旦市場利率上揚，其負債即隨之膨脹，將對企業造成財務壓力。由於銀行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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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來源多為存放款間之利差，一旦利差縮減，銀行之獲利即隨之下降，因此金融

機構均十分注意利率的走勢。 

規避利率風險的首要方法仍為資產負債面的配合，對利率敏感的負債應有等

額度的利率敏感性資產相應，一旦發現缺口的情況，即應對行債券或利率指數之

期貨或選擇權之避險活動。 

 

以上三種風險多與舉債經營相關，均可視為不同類型之財務風險。通常企業

在自有資本不足之情況下，對外舉債常為募集資金的主要方法，然資本結構中自

有資本及負債間的比例，不僅攸關企業自有資本報酬率（ROE）的高低，更是企

業在不同景氣下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一般而言，舉債程度愈高的企業，在景氣

波動下，其 ROE 的變動愈明顯，易言之，舉債經營的企業，在景氣繁榮、銷貨量

增加的情形下，其 ROE 可因自有資本比例偏低而提升，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

而在景氣衰退、銷貨不易之情況下，卻將因利息支出的壓力而使原已表現不佳的

ROE 有「雪上加霜」的效應。換句話說，若企業是一隻老虎的話，財務的運用即

是那翅膀，在適當時機運用得宜的話，將可謂「如虎添翼」；相對地，在錯誤的

時機仍想藉財務操作達企業發展的目的，將可能使這隻老虎摔得粉身碎骨。因

此，未來企業發展及永續生存之道，不外乎培養預測趨勢走向及景氣榮枯的能

力，輔以適切的財務操作（不論是舉債經營或避險），否則即應提高自有資本比

例，以保守穩健為生存之道。以舉債程度高於一般產業的營建業為例，不少年輕

鉅子因膽識過人、大肆舉債而在 1987 年這波大多頭中興起，而卻也在 1992 年後

至今的成熟及衰退期中殞落，此亦可說明財務操作有如流水──「得以載舟、亦

能覆舟」──的道理。 

 

營運風險（或企業風險） 

營運風險即企業因銷售情形不佳，導致「入不敷出」的情況。「支出」包括

製造及銷貨成本、管理費用、薪資及利息等，當景氣繁榮時，銷貨量提升，訂單

源源不絕，此時企業可能因產能不足而添購機器設備、廠房或增聘員工，也使得

損平衡點隨之上揚。假設原本只需銷售超過一百單位的產品後即可獲利，增加產

能後銷售額卻須達到一百五十單位才開始獲利，然景氣繁榮期後隨之而來的即為

衰退期及蕭條期，此時要達成一百五十單位的銷售目標即可能面臨困難，體質不

佳的企業即可能因之前擴充產能的舉動而無法支撐，宣告倒閉。 

通常製造業在景氣繁榮時，常有產能不足的現象，然在擴充產能之前，應仔細預

測繁榮期的維持期間，考慮未來是否能繼續接到突如其來的「牛肉」（即訂單），

否則即應以暫時加班、增聘臨時約僱人員或外包，以度過繁榮期。 

除了以上各種風險之外，企業之發展仍面臨政治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市場風險

及違約風險等經濟整體或個別產業及公司難以預期且不可忽視的風險。在未來瞬

息萬變的經濟環境之下，企業的發展仍應以穩健經營為重，在有餘力進行景氣的

預測及市場能力的評估之下，始進行財務面操作，獲取更大的發展空間。惟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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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操作不應只是單方面的投資或擴充，更應防範伴隨而來的各種風險產生，在

此情形之下，避險即成為企業發展過程中極重要的一道防火牆，否則連擁有兩位

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前美國 Fed 副主席為首席顧問的長期資金管理公司

（LTCM），也難逃破產的命運。 

提  示：企業發展的同時應注意伴隨而來的風險，並針對風險進行避險。 

資料來源：林左裕，《經濟日報》，2000 年 2 月 28 日。 

 
1-4 避險的步驟 

根據前述風險的種類及避險的步驟，本節以簡單範例說明。舉例而言，老王

為一進口商，其營運重點為自美國進口商品至台灣銷售，試問老王應如何進行避

險呢？ 
〈步驟 1〉 
首先老王應先檢視其資產負債表。老王的負債為應付帳款，以美元計價，而其資

產為新台幣計價，因此在不計銷售的情況下，很明顯地，老王面臨了匯率變動的

風險，如表 1-1 所示。 
 

 
由表 1-1 可知，當美元上漲時，老王的負債將膨脹，其資產則相對縮水。顯

而易見地，老王正暴露在美元上漲之匯率風險的環境中，此時老王應如何因應

呢？ 
既然老王已知本身面臨了美元上漲之風險，他可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採取以下

策略以降低風險。 
 
〈步驟 2〉 
 老王可兼做出口生意。如此一來，當美元上漲時，老王出口生意之獲利便會增

加，可彌補進口時之負債膨脹；此舉稱為「自然避險」（natural hedge）；或 
 老王可分散進口區域，如自日本、歐洲等國家進口，此時負債將以美元、日元

及歐元等計價，對美元上漲之壓力稍可紓解。 
若老王已盡力調整其資產／負債結構，結果仍或多或少面臨美元升值之壓力，老

王應如何進行避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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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調整資產／負債結構對老王降低風險可能有相當程度的助益，但不一定能完全避

免風險，表 1-2 說明老王仍可能面臨的風險。 
 

 
 

由表 1-2 可知，老王仍存在著 20 萬美元的缺口，當美元上揚時，此缺口將

擴大，使老王之負債膨脹，因此，老王可針對此 20 萬美元進行避險。他可採取

以下策略： 
 購買美元之遠期契約。此遠期契約即鎖定美元之買價，未來美元若上揚，老王

即可以低價買進獲利，而此利潤正可彌補進口之損失；或 
 買一美元之買權。此美元買權類似遠期契約，鎖定美元之買價，未來美元若變

動，老王有權選擇是否買進。當然，美元若上揚至某一程度，老王應會執行此買

權，此交易之獲利即可彌補進口時之匯兌損失；而當美元下跌時，老王亦有權選

擇不買進。然在此類選擇權之交易中，買方不論執行權利與否，均應支付一筆權

利金，故其權利金成本亦應納入考量。 
 
例 1-1 

就投資不動產而言，下列何種類型的企業「相對上」較適合持有不動產？何

種類型較不適合？(1)銀行；(2)人壽保險公司；(3)退休基金。 
【答】 

我們可針對各類型企業之負債面著手，檢視其負債型態，即觀察其負債是否

對於某項風險特別敏感，再對照資產內持有之不動產價值是否與負債同向變動；

若反向變動，則持有不動產之風險即存在。舉例而言，銀行的負債多為民眾之存

款，這些存款多數為短期且對利率敏感的，因此銀行的資產即應儘量持有短期內

變現容易之資產，且對利率變動之敏感性與負債同向（銀行負債為存款，當市場

利率上升時，存款利率即應調升，否則存款即會流失，因此銀行之負債與市場利

率呈正向變動）。由表 1-3 可看出，銀行持有不動產之風險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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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表 1-3 說明了銀行持有不動產相關資產的風險。不動產為長期資

產，須在長期持有下，方有獲利之空間，銀行持有過多的不動產將產生資產與負

債間期限不配合（maturity mismatch）的問題，即長期資產不易在短期內變現以

支付民眾可能隨時提領之存款，因此，銀行業者不適合持有過多比例的不動產，

否則將有週轉不靈，即變現性不足的風險。 
接著讓我們檢視人壽保險公司之負債。人壽保險公司在投保人意外事故、病逝或

壽終正寢時必須支付理賠，而首項意外事故機率較低，大部分之應付支出為後者

之病逝或年邁去世，屬長期負債，因此，屬長期性資產之不動產即相當適合人壽

保險公司持有，如表 1-4 所示。 
 

 

 
表 1-4 說明了人壽保險公司在持有不動產下，其資產與負債多屬長期，因此

在資產及負債之期限配合下，可推論其流動性風險偏低，正常情況下應不致有周

轉不靈之危機。 
退休基金與人壽保險公司類似，其應付帳款（即負債）多為目前提撥現金存

戶未來退休養老之定期支出，此支出可能依期數而定，或直至該存戶年邁去世，

亦屬未來之長期負債，因此退休基金「相對上」亦較適合持有不動產。 
 
例 1-2 

試問銀行之資產若大部分為政府公債及公司債，則銀行是否面臨了風險？若

面臨風險，為何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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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銀行之負債即為民眾之存款，其多為短期且對利率高度敏感者，而債券則為

固定收益，係依其契約所定之票面利率孳息，因此，銀行之資產若大部分為債券，

則其資產／負債結構即如表 1-5 所示。 
 

 
 

由表 1-5 可知，在市場利率上升或通貨膨脹時期，銀行之負債（即存款）須

隨利率膨脹，否則存款即會流失，但資產內之債券收益卻不隨市場利率變動，此

時銀行即面臨了利率風險。值得注意的是，近來美國發行了票面利率隨著消費者

物價指數（consumer price index, CPI）變動的公債，持有此類債券則不存在利率

風險。 
 
例 1-3 

若建設公司大部分之資金來源為來自銀行之短期借款，在其不斷推案情況

下，建設公司最主要面臨的風險為何？ 
【答】 

自資產／負債管理的觀點檢視建設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可知，其資產除了少部

分為現金、機器、設備外，大部分均為土地、在建工程及房屋，因此我們可初步

檢測出其資產／負債兩方面是否有不對稱的情形，見表 1-6。 
 

 
 

由表 1-6 可知，在建設公司之資金來源為銀行的短期負債，且其不斷推案的

情況下，建設公司之資產面明顯地為長期資產，除非其能即時售出獲利。由此可

見，建設公司之資產／負債兩方面產生了「期限不配合」的現象，這種現象若持



 19

續過久，在景氣不佳、資產滯留之下，很可能會產生「流動性風險」，即俗稱的

「周轉不靈」。 
 

1-5 衍生性商品之種類 
為了規避上述之利率、匯率及通貨膨脹等因素變化所導致之標的物價格變動

風險，多種衍生性商品因應而生，如遠期契約（forward）、期貨（future）、選擇

權（option）及交換契約（swap）等，其間之關係如圖 1-1 所示。本節先簡單介

紹這些商品之起源及概念，詳細之操作將在本書各章逐一探討。 
 

 
 
一、遠期契約 

遠期契約之基本概念乃交易之買賣雙方約定在未來的特定時點，以約定價格

進行特定數量之商品交易。舉例而言，若玉米農夫預期未來半年內玉米生產量可

能遽增，屆時價格下跌會影響其收益，農夫即可預先以約定價格出售玉米，亦即

持有遠期契約之「空頭部位」（short position），若半年後玉米價格果真如農夫預

期下跌，他所「預售」的遠期契約即可獲利以彌補因玉米價格下跌的損失。 
然儘管遠期契約提供了商品現貨在未來價格波動時的避險工具，但因未來交割日

期與當初契約訂定日期相距一段期間、交割日時之標的物價格若漲跌幅過大，可

能導致交易某一方之鉅額損失而有違約風險（default risk）。且在交易日到期前，

交易之任一方可能因故必須中途解約或有意轉售第三者，也因遠期契約之未標準

化（non-standardized）而有困難。因此逐漸演變出具標準化的期貨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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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貨 

期貨交易的概念與遠期契約類似，均是交易之買賣雙方在期初時，約定在未

來之某一時點以特定價格交易一特定數量商品或就其價差結算現金之標準化契

約。期貨契約之主要特色包括： 
1. 標準化契約：不論品質種類、交割數量、交割日期、交割地點都事先約定。 
2. 於集中市場交易。 
3. 屬保證金交易之一種 
4. 由結算機構（clearing house）背書保證契約之履行。 
 

期貨與遠期契約最大的不同在於，期貨合約為一標準化契約，即其契約內容

定型化，包括標的商品、執行價格、數量、交割時點及品質等。另外，為了降低

遠期契約在到期時才結算可能產生鉅額損失下的違約率，期貨合約必須依標的物

價格的漲跌每日結算（daily settlement），並調整至市價（mark to market）。在期

貨交易中，為了避免買賣之任一方違約，在簽約時，雙方均必須繳交保證金

（margin），未來在價格變動下，每日結算，當保證金淨值下跌至某一程度下（稱

為「維持保證金」），交易人即必須補繳差額，使保證金回復至原來的水準，詳細

操作實務請參考本書第二章及第三章。 
 

三、選擇權 
儘管期貨契約問世後，減少了遠期契約違約及標準化不足的缺點，但仍有一

項值得改善的空間就是，期貨與遠期契都是一定要執行的契約。舉玉米農夫「預

售」契約一例來說，若六個月到期後，玉米價格如農夫所預期下跌，則農夫所預

售（或放空）的玉米期貨契約即可獲利；但若屆時玉米價格上揚，農夫以其事先

約定的價格售出即會面臨損失。也就是說，當標的物未來價格不如投資者預估

時，即使有損失，投資者仍要執行期貨或遠期契約的約定。是否有某種避險工具，

在符合投資者預期時，可執行獲利；但當未來價格變動不如預期時，投資者即可

不執行，也就是說，投資者享有執行契約的權利，當有利時才執行，不利時即可

不執行。這種避險工具終於被創造出來，稱為「選擇權」，即投資者或避險者享

有執行契約與否的權利，可選擇在對其有利時執行。與前兩者相較之下，遠期契

約或期貨合約則是不論是否有利，買賣雙方都一定要執行。 
 
選擇權可依投資者或避險者預期未來價格變動的方向分為買權或賣權。當預

期標的物未來會上漲時，投資者可以享有以鎖定的價格，在未來一特定時點，買

進一特定數量商品的權利，此動作稱為買（buy 或 long）進一買權。當標的物未

來價格如預期上漲時，買權的買方即可執行此權利以約定價格買進、享有獲利；

但當未來價格未如預期上漲，或甚至下跌時，買方或投資者即可不執行權利。但

不論執行與否，選擇權的買方均需支付權利金（premium），賣方則依約收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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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金，就好像保險（insurance）契約一樣，人身保險的買方不論受傷殘或死亡與

否均必須支付保費，在意外發生時，才有權利執行索賠的權利。 
 
舉例而言，台灣是石油進口國，當未來石油價格遽漲時，對台灣極為不利，

若台灣能買進石油之買權（如約定以一桶美金 40 元買進的權利），則在未來油價

上漲超過 40 元時，即可執行以 40 元約定價格買進的權利，享受獲利；相反的，

若石油價格不漲，反而下跌，如跌至一桶 35 元，則台灣即可不必執行此買權，

改以較低的市場價格交易。但不論執行買權與否，台灣均需支付權利金。 
相對於買權，當投資者預期標的物未來價格會跌時，可以享有以鎖定之價格，在

未來一特定時點，出售一特定數量商品的權利，此動作稱為買進一賣權。當標的

物未來價格如預期下跌時，賣權的買方即可執行此權利，以約定價格賣出，享有

獲利；但當未來價格未如預期下跌，或甚至上漲時，投資者或賣權的買方即無需

執行此權利。以上述之玉米農夫為例，當未來玉米價格下跌時，無任何避險措施

的農夫一定會遭受損失，若農夫能買進一玉米之賣權，享有以約定價格賣出一定

數量玉米的權利，則當未來玉米價格下跌時，即可執行此以（較高）約定價格售

出的權利，享受獲利。 
 

選擇權之間亦可彼此互相組合為新型的選擇權，如投資者預期標的物未來價

格可能有遽幅變動，但無法確定是遽漲或遽跌，此時可同時買入買權及賣權，組

合成之選擇權契約稱為跨式（straddle）選擇權。詳細架構及範例在本書後續章

節有更深入的介紹。 
 

四、交換契約 
不論生產者或消費者，在發現或預期本身所面臨的風險時，除了儘量減少風

險面臨的程度外，可應用上述之遠期契約、期貨或選擇權進行避險，除此之外，

尚有「交換契約」可為避險工具。 
基本上，遠期契約、期貨及選擇權等三種契約均屬「零和遊戲（zero-sum game）」，

即買賣雙方之一獲利時，另一方必遭受損失。但交換契約則不然，通常是「雙贏

（win-win）」，甚至是「三贏」（包括仲介機構）的局面。「交換契約」交易乃指

二個交易者（個人或機構），可能在經金融機構仲介之下，互取所需，在未來特

定期間內交換金融商品，如貸款利率、匯率或股權等。舉例而言，若甲方因其資

產負債管理及避險需求下，需要固定利率（fixed-rate）貸款，儘管其銀行提供甲

較優惠的浮動利率（adjustable-rate）貸款；相對上，乙需要浮動利率貸款，雖然

其銀行提供乙較低的固定利率貸款。若甲乙雙方經仲介機構媒合下，甲可以其優

惠之浮動利率貸款與乙之較低固定利率貸款優惠互換，雙方各取其利並達避險之

目的，仲介機構也可收取合理之仲介費用，此即「利率交換（interest rate swap）」。

其他常見的交換契約如「貨幣（或匯率）交換」（currency swap）、股權交換（equity 
s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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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契約之間亦可彼此組合為新型的契約，如買賣雙方同時將貨幣與利率一

起交換，則稱為換幣換利（cross currency, cross interest swap）。詳細的交換契約

架構及範例，在本書後續章節有更完整的介紹。 
 

五、證券化商品 
隨著資本市場的國際化，以及投資者的流動性需求，證券化商品推陳出新，

已自傳統的權益面證券（股票）及負債面證券（債券），進而對資產面設計出「金

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可將資產科目中具未來收益的資產或債權，如租金收益、

不動產抵押債權及信用卡或商業放款債權等，集合為資產池（asset pool）再重新

包裝（repackage）後，以證券之型式售出，所發行之證券商品包羅萬象，如不動

產抵押權擔保證券（MBS），以及以不動產抵押債權或 MBS 為擔保再包裝發行

的負債型證券，如序列型不動產抵押權擔保債券（CMO），或以其他債權為擔保

所發行的債權擔保債券（CDO）。在複雜的財務工程設計及包裝下，證券化商品

可能提供投資者高收益率，以提高其市場性，甚至銷售至全世界，但高收益的抵

換（trade off）也是高風險，如 2006 年爆發的美國次級房貸風暴，即為以 CDO
為高收益商品銷售至全球，在美國房價走跌後，房貸的違約潮也引發 CDO 價格

之下跌，甚至違約，以及投資者之贖回潮，此次美國境內之金融風暴也因證券化

而衝擊全球之金融市場，因此，未來投資者進行證券化相關商品之投資時，不可

不慎。詳細的證券化設計架構及所發行之商品，在本書後續章節有更完整的介紹。 
 
六、結構型商品 

結構型商品乃由券商等金融機構所發行，為金融商品的投資組合，由於至少

包含兩種標的，因此屬於混血型（hybrid）的金融商品。其組合包含兩部分，其

一為固定收益證券，如債券、定存或特別股等；另一部分則連結至具高風險、高

報酬特性的資產，如股票、匯率、利率、商品或其他之衍生性金融商品等。由於

兼具兩種以上的投資標的，因此可滿足投資及避險等多重需求，市面上常見的「保

本型商品」多屬結構型商品。 
 
結構型商品的價值與其標的資產價值及所連結之指數或指標（如利率、股價

指數或匯率等）有關，因此就設計的基本原意而言，應至少可保本，但因不同的

商品可設計為不同的「保本率」（principal guaranteed rate），且當投資標的之計價

單位為外幣時，到期時即使保本（外幣），仍可能會面臨匯兌損失，如在 2008
年一年內，冰島、南非及紐西蘭等國之幣值劇幅貶值，可為殷鑑。因此，投資者

對此類商品尤應特別了解其架構、連結之標的及計價幣別。對此，本書後續章節

有更深入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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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 
以上的遠期契約、期貨、選擇權、交換契約、證券化及結構型商品，投資者

或避險者可單獨選用某一工具進行操作，亦可彼此組合成新的契約，如期貨與選

擇權之結合，稱為期權（future option）。不論各種單一或組合之衍生性商品，其

被創新及發展、推廣的目的不外乎為經營者或投資者避險或提高收益及市場性，

也因此涉及各種金融市場工具（如股票、債券等）的認識及相關影響因子（如利

率、匯率、通貨膨脹等）的分析，再進行商品的創新及設計。此程序即所謂「財

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的基本概念。讀者在研習本章後，應能了解各種

風險的種類及形成原因，辨明或預期本身所面臨的風險及程度，如何降低風險，

以及選用各種衍生性商品或組合進行避險，這也就是「財務工程」的最終目的。 
除了本章簡述之遠期契約、期貨、選擇權、交換契約、證券化及結構型商品外，

其他常見之衍生性金融商品，如認購（售）權證（warrant）、可轉換公司債

（convertible bond, CB）、可贖回債券（callable bond）、以及可賣回債券（puttable 
bond）等，都是當今金融市場所創新並流通的投資或避險工具，本書將在以後章

節陸續深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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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從東南亞金融風暴看台灣不動產市場發展趨勢及金融界因應之道 

--- 摘自：林左裕（2000），《金融財務》，台北，〈從東南亞金融風暴看國內不動

產市場發展趨勢及金融界因應之道〉。 

 
摘要 

東南亞金融風暴自泰國爆發以來，危機擴散至鄰近地區及全亞洲，甚至連北

美洲、拉丁美洲、俄羅斯及歐洲都遭受波及，台灣也因近來資產價格劇跌，國內

跳票事件頻傳，嚴重影響金融秩序。惟我國的金融危機及泡沫現象較類似於日

本，係屬本土型，其解決之道則有賴政府本身的改革及金融風暴之根源及影響，

自此波國際性之金融危機探討國內企業連續跳票事件之成因，以及未來不動產市

場發展之趨勢及金融界因應之道。 
 

一、前言 
自 1997 年 7 月泰銖遭受國際投機性賣壓攻擊，泰國金融市場瓦解後，金融

風暴擴散至東南亞鄰近地區及全亞洲，甚至連北美洲、拉丁美洲、俄羅斯及歐洲

都遭受波及；其間歷經印尼政經制度的潰決、馬來西亞的「金融鎖國」、南韓的

經濟重整、日本的經濟持續萎縮，以及俄羅斯停止支付債券利息，乃至於在此波

風暴中受國際間肯定、受傷程度最低且復原速度最快的台灣，也因近來資產價格

劇跌，企業跳票事件層出不窮，使得行政院一再地祭出各項刺激景氣方案，自企

業融通紓困，提供監證費、契稅等稅賦減免計畫及 1,500 億元之低利貸款優惠等

房市利多消息，至調降證券交易稅等股市振興方案等，在在顯見出此波金融風暴

來勢之凶猛及影響層面之深遠。本文將檢視東南亞金融風暴之根源及影響，自此

波國際性之金融危機探討國內企業連續跳票事件之原因，以及未來不動產市場發

展之趨勢及金融界因應之道。 
 

二、東南亞金融風暴之成因 
東南亞地區發生金融風暴之原因可謂「先天不良，後天失調」。其根源在於

東南亞諸國外債過高、經常帳長期逆差、資本帳開放過速，使得外資大量流入，

國內企業信用擴張，投資過度，負債比例偏高，支持其經濟高度成長，在 1990
～1995 年間，印尼、馬來西亞，以及泰國每年經濟成長率平均高達 8％（除菲律

賓外），而過量流入的外資進入股市、房地產，使其價格飆漲，形成泡沫經濟，

其近因則可追溯至人民幣在 1994 年初自 1 美元兌人民幣 5.8 元貶至 8.7 元，達

33％的貶幅使得東南亞諸國的競爭力銳減，其貿易逆差益形擴大，終於在 1997
年 7 月 2 日，泰國央行放棄自 1984 年以來實施的一籃通貨匯率制度而改採管理

式浮動匯率制度後，使得長期以來高估的泰銖匯率重貶，當月泰銖之貶幅即約達

30％，貶風隨即蔓延至鄰近之印尼、菲律賓、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國，進而波及



 25

南韓、香港與我國，甚至一度影響歐、美及中南美洲之匯市，造成外資急遽流出，

而各國政府（如馬來西亞、香港等）為保衛匯市，亦不惜巨幅調高利率，造成股

市及房地產價格大跌、企業倒閉、失業率升高等經濟窘境。 
 
以下就東南亞諸國發生金融風暴之起因，進行基本面分析。 

（一）外債過高、外匯存底不足 
外債過高、外匯存底不足乃引發東南亞諸國金融危機之根源，此即前謂之「先

天不良」。由於長期以來儲蓄不足且在追求經濟成長的情況下，東南亞諸國及南

韓只得對外大量舉債，長期信用擴張過度之下導致其外債負擔沈重，由表 1A-1
可見東南亞各國之外債及外匯存底概況。 
自表 1A-1 可看出，發生金融危機之東南亞諸國及南韓外債明顯高於外匯存底，

而台灣則相反。 

 

（二）經常帳逆差 
經常帳表示一國商品及勞務之出口與進口間的關係，而逆差則表示出口小於

進口。在經常帳逆差之情況下，該國需動用外匯存底、開放外資或對外舉債以因

應提供國內資金所需，此即前謂「後天失調」。當一國經常帳持續出現逆差時，

不應單賴引進外資，而應控制政府支出、鼓勵儲蓄或調降匯率以刺激出口，否則

即如「引鴆止渴」，長期難以為繼。由表 1A-2 可見近年亞洲國家之經常帳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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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帳開放過速 

在前述東南亞諸國經常帳持續逆差情況，為追求及維持經濟高度成長，各國

不但未鼓勵儲蓄，反而開放資本帳，大量對外舉債投資。在缺乏外資管制之配套

措施下，國內資本市場游資充斥，外資大量流入股市及房地產，造成資產價格急

遽膨脹。表 1A-3 說明外資流入亞洲各國之概況。 
由表 1A-3 可明顯看出，泰國、印度、馬來西亞、菲律賓等國自 1983～1996 年外

資流入急遽成長，1997 年因金融風暴之影響而銳減，泰國甚至轉為資本淨流出

（負值）。而中國大陸因資本流出管制，1997 年時資本流出現象並不明顯。 

 

由表 1A-4 可知，泰國、菲律賓、馬來西亞及南韓等國家屬過度投資國家，

其投資額大於儲蓄額；而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大陸及日本等國則屬超額儲

蓄國家，其儲蓄額仍大於投資額，外資流出對這些國家經濟之影響則不似前者般

明顯。後述國家之投資型態多屬累積儲蓄後，再行投資，且量力而為，此類投資

行為或可歸因為勤儉習慣及民族性使然，也因此受金融風暴影響之程度較前述國

家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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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南亞金融風暴之影響 

歷經金融風暴之國家，其匯市、股市及房地產價格均呈現明顯跌幅，且其經

濟成長因外資迅速撤離而明顯衰退，影響層面廣泛且深遠，對股、匯市及經濟成

長等均造成負面的衝擊。 
（一）匯市及股市大跌 

自 1997 年 7 月金融風暴爆發以來，各國金融市場波動加劇，其中尤以印尼

為最，在一年間，其匯市及股市跌幅合計達 124.8％，引起政經及社會動亂至今

仍未平息，甚至迫使長期執政的蘇哈托政府辭職；其次為南韓及馬來西亞，合計

跌幅分別達 95.1％及 93.3％，也使得金泳三總統及安華副總理黯然下台；台灣影

響較小，跌幅達 34.2％，如表 1A-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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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成長率遽跌、出口衰退、失業率急增 

受到金融風暴影響，東南亞諸國之經濟成長明顯趨緩，甚至呈現負成長，其

中以印尼最為嚴重，1998 年經濟負成長 13.5％，甚至連日本、四小龍之南韓及

香港亦出現 20 年來未曾有過的負成長。影響東南亞諸國經濟成長之主因，除了

預期貨幣貶值及外資大量流出外，另一成因為出口衰退。亞洲各國外貿占國民所

得之比率極高，如新加坡高達 260％，香港為 230％，台灣為 80％，南韓 65％，

中國大陸則為 40％，且因亞洲區域內貿易達 50％，蔓延效果相當可觀。至今，

金融風暴如雪球般愈滾愈大，終使出口衰退導致工業生產停頓及失業人口遽增

（于國欽，1999）。在此波金融風暴襲擊下，1998 年東南亞各國出口均呈負成長，

新加坡衰退 11.5％，台灣 9.4％，日本 8.2％，香港 6.6％。而日本失業人口約 290
萬人，失業率為 4.4％；南韓為 165 萬人，失業率高達 7.3％，香港、新加坡及台

灣之失業率亦創新高，分別為 5.8％、4.5％及 2.8％；而最嚴重者為印尼，失業

人口逾 1,500 萬人，失業率為 17％。此次經濟秩序大亂、財富縮水現象，乃自

1970 年代石油危機以來首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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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金融危機之發展模式 
泰國、馬來西亞、印尼、菲律賓及南韓所發生金融風暴之模式，乃因外債過

高、外匯存底不足且長期貿易逆差，為因應國內公共支出及維持經濟的高度成

長，只得開放外資，而在外資流入且未能有效管理下，大量外資流入非直接投資，

造成股市及房地產價格暴漲；而在長期幣值高估，國際金融市場預期匯率走跌

下，導致外資大量撤離，經濟成長趨緩，信用過度擴張的企業倒閉，失業率升高，

終使泡沫經濟破滅，更引起骨牌效應，波及貿易區域內之國家。 
克魯曼（Krugman, 1997）認為，此類骨牌效應乃因東南亞各國產業結構及

出口貿易同質性過高，在同貿易區域內資金互相往來的情況下，一國發生金融危

險即可能引起蔓延效應；且經濟成長的原動力來自兩方面：其一為勞動力資本等

生產因素不斷地增加；另一為技術進步。克魯曼指出，東南亞經濟的原動力在於

「生產因素不斷地增加」，而非「技術的進步」，亦即東南亞經濟的發展是靠汗水

（perspiration）、人民辛苦的勞動（working hard）堆積得來；而不是靠頭腦靈感

（inspiration）、聰明的工作（working smart）所創造出的經濟成長型態。 
台灣在此波金融風暴中遭受波及的程度較低，且韌性較強，頗受世界各國矚

目及肯定。由表 1A-5 可看出，自 1997 年 7 月泰國引發金融風暴以來一年內，台

灣所承受的金融痛苦指數（即貨幣貶值幅度加上股價跌幅）為亞洲最低，且自表

1A-6 可看出，金融風暴後，隔年亞洲各國之經濟成長率均呈現明顯跌幅（除中

國大陸外），而台灣之經濟成長率（約 5％）亦居東南亞之冠。然而就在東南亞

金融風暴即將結束，各國經濟逐漸脫離谷底之際，國內卻因不動產市場長期不景

氣及股市低迷不振而爆發一連串的企業財務危機，銀行之逾放比節節升高，雖然

與東南亞各國相較之下，我國銀行近年逾期放款比率偏低，銀行體質仍屬強健（見

表 1A-7），在泡沫經濟逐漸破滅之際，放款抵押品價值（多為股票及不動產）直

線滑落，部分銀行業者甚至預測 1999 年的逾放比可能攀向 10％（《經濟日報》，

1999 年 2 月 3 日），在國內地雷企業尚未完全清除前，且基層金融之不良放款及

結構性問題仍晦暗不明之際，未來台灣經濟的穩定及景氣的回升仍有待金融業體

質的長期調養，因此《財星雜誌（Fortune）》在 1999 年初指出，台灣可能是下

一個金融風暴的起點，一時引發國內各界議論紛紛。 
台灣的金融危機及泡沫現象異於東南亞諸國及南韓所發生之金融風暴，東南

亞諸國及南韓之模式屬外來型，乃金融風暴來臨時大量外資迅速撤離，導致通貨

膨脹後之資產價格急遽下滑；而台灣之金融危機較類似日本，屬本土型泡沫經

濟，經濟的成長乃人民儲蓄累積的成果，而非外來資本的堆砌，因此，在泡沫破

滅之後，台灣經濟仍存在相當程度的實力及韌性，惟日本資產膨脹的程度，即股

價及房地產價格上揚的幅度，比起台灣要高得多。舉例而言，在 1990 年時，日

本國土市價總值高達 2,400 兆日圓，股市總值達 800 兆日圓；而在 1997 年時，

其國土市價總值只剩 900 兆日圓，股市總值只剩 300 兆日圓，跌幅近三分之二。 
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可視為自 1980 年代起利率自由化的影響，由於日圓大幅升

值，為了因應隨之而來的全面性景氣疲弱，低利率的寬鬆政策使得房價及股價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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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上揚，房地產價格飆漲幅度尤高，而在銀行業務競爭壓力下，又受到房地產價

格飆漲之誘惑及預期不動產價格將持續上揚，遂大肆對房地產放款，造成不動產

價格呈倍數成長，此即所謂之「土地不滅神話」（盧世勳，1998）。 
 

 
 

 
台灣的泡沫經濟亦是長期以來經濟高度成長的副產品，在過去 50 年來，國

內不動產市場曾歷經三次明顯的漲幅，前兩次為 1973 年及 1980 年，起漲原因均

為國際原油價格上引發通貨膨脹，導致大眾基於購屋保值心理而進行搶購；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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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為 1987 年，乃經濟成長後，預期新台幣升值，國際熱錢流入國內投資，且

在國內貨幣供給額遽增下，國內游資充斥，引發金錢遊戲，先後發生大家樂狂熱、

股市漲上萬點及房地產價值一日三價等情事。 
舉例而言，股票市場自 1986 年底的 1,600 點一路急遽攀升至 1990 年 2 月之

12,000 點高峰，而後隨即在同年 10 月跌至 2,560 點之谷底，歷經約 6 年之盤整

後，才在 1997 年回升至 7,000 點；而房地產市場在 1986～1989 年間，大台北地

區預售屋市場平均單價曾由每坪 5.4 萬漲至 18.4 萬，在三年間上漲了三倍（許遠

東，1997）。此波資產價格膨脹除了造成國內財富重分配外，相對於所得的高房

價也對社會安定性造成挑戰，而不動產狂飆之熱潮終於在 1989 年中央銀行實施

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巨幅地降低了房貸額度後，宣告終止；然而影響當今國內

不動產市場最鉅，使得不動產市場產生超額供給現象最重要的因素乃為 1990 年

政府宣布實施容積率管制政策，造成建商盲目搶建，至今乃有數十萬戶的餘屋滯

留在市場上，因此導致連續的企業跳票事件及銀行擠兌危機。 
就國內資產價格膨脹的原因進行探討，除了上述之經濟高度成長、貨幣供給

額激增外，銀行的信用過度擴張及新銀行成立後競爭壓力的推波助瀾亦難辭其

咎，過度的依賴不動產擔保及未能正視不動產之基本價值乃主因之一，當然，不

動產放款程序中，因人謀不臧而超額放款的情形也時有所聞（林左裕，1998），

此即如克魯曼所言之「親信資本主義」（即靠裙帶關係或以走後門之經濟運作

方）。因此部分學者認為，此類的本土型金融危機與政府政策及政商關係有關，

比起泰國及南韓的問題的問題更難解決（林向愷，1999；黃偉峰，1999）。 
 
五、未來國內不動產市場之發展趨勢 

東南亞金融風暴後，對於國內原本低迷的不動產市場有雪上加霜之效應，各

無不殷切期望未來不動產市場景氣的回升，然而在國內房屋存量供過於求的情形

下，根據台電用電不足戶數資料估算，空屋量由 1991 年的 63 萬戶增加至 1993
年高峰的 98 萬戶，而至 1997 年的 91 萬戶，其中若有效空屋之比率以七成計，

則現存之餘屋約為 60 萬戶，每戶平均建造價格以 400 萬元估計，則滯留於國內

房屋市場的資金超過 2 兆元，近國民生產毛額之四分之一，在如此鉅額的資金無

法流動的情況下，素來慣以高度財務槓桿經營的營建業者終於陸續發生跳票危

機，其中不乏公開發行業者，而大量的建商倒閉亦無可避免地蔓延至金融業，也

因此引發一連串的擠兌風波，而在未來國內經濟成長因全球不景氣而趨緩，以及

基層金融業者超貸及逾放等弊端尚未完全曝光及清理之前，國內不動產市場的回

升及金融秩序的重整實有待時間的考驗。 
對於國內不動產市場未來的發展方向，以下就各種影響因素進行趨勢分析。

如表 1A-9 所示，影響不動產市場之因素可概分為經濟金融面、供需面及其他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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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金融面 
1. 經濟成長率 

經濟之持續成長可帶動國內之股市及房市之景氣，而在國際經濟不振及金融

失序的情形下，未來我國經濟成長率可能逐漸向下修正，經濟成長下的副產品─

─不動產市場也難見巨幅上揚。 
2. 貿易出超 

未來國內進出口貿易應能維持出超的局面，唯出超量仍視全球景氣、貿易對

象及國內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力而定。 
3. 貨幣供給額 

貨幣供給增量與經濟成長為正向變動關係，在經濟成長趨緩之際，貨幣供給

增量當隨之縮減，故資金行情對未來國內不動產市場之影響難以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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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 
所得水準愈高，購買不動產之負擔能力愈高，然短期內所得成長將隨經濟成長減

緩、失業率升高而減緩，舉例而言，今（1999）年軍公教人員之薪水並未調漲。 
5. 利率 

一般而言，利率愈低，投資之資金成本愈低，有助於刺激投資及景氣之復甦，

對股市及房市亦有正面之效應。然利率僅為眾多變數之一，並非萬靈丹，在對未

來市場預期悲觀之情形下，利率的繼續調降若無法有效刺激國內投資，反而可能

造成資金外流，形成所謂的「流動性陷阱」。日本自 1992 年起，即欲以低利率政

策刺激景氣，至今日本銀行業的隔夜拆款利率已降至幾近於零，惟對振興景氣的

效果仍然有限。 
6. 通貨膨脹率 

不動產在通貨膨脹時期是極為好的避險工具，然在冷戰結束後，受東南亞金

融風暴影響，需求減弱，生產量過剩，供過於求的情形四處可見。1998 年國際

商品及原材料市場行銷普遍低迷，衡量通膨情勢的芝加哥商品研究局指數重挫，

發出了物價全面不振、通貨緊縮的警訊。 
7. 油價 

在國際產油國搶占市場之下，造成市場供過於求，且全球亦因經濟不振對原

油之需求亦告銳減，國際原油價格已跌至 22 年來最低，亦失去其影響不動產市

場之動能。 
 

（二）供需面 
進行投資可行性評估之一要點為市場之供給與需求之分析。如前所述，在國

內有效空屋高達 60 萬戶之際，如何去化現有房屋存量乃未來國內不動產市場翻

升的契機。然在國內人口數成長趨緩之際，超額供給的現象在短期內仍難解決，

由表 1A-10 即可看出，我國總人口數自 1990 年之 20,394 千人至 1998 年底之

21,929 千人，八年間僅增加約 150 萬人，而 14 歲以下之人口組成比例則自 1966
年之 43％降為 1998 年之 23％，65 萬以上之人口組成比例則自 1966 年之 3％升

為 1998 年之 8％，人口成長減緩及結構老化的趨勢明顯可見，未來對於不動產

的需求亦相對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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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方面 

其他影響不動產市場之相關指標，如重大建設、法令及政策面、政治經濟之

安定程度等均對國內之不動產市場有不同程度之影響，第二高速公路、東西快速

道路及各地區之捷運的興建對於提升區域性之不動產價格應有某一程度之助

益；而容積率預計於今（1999）年初之 1,500 億元低利貸款對於去化餘屋之助益

有限，且此政策屬短期措施，乃為紓解銀行陷於不動產放款的困境而匆促決定，

對於未來的不動產市場反而有殺雞取卵的效應；而最主要的是，在金融風暴後，

國內歷經企業連續跳票危機，在金融秩序尚未完全穩定前，不動產市場在短期內

要全面復甦的可能性仍難以預見。 
 

六、金融業因應之道 
有如日本一般，國內之不動產泡沫現象與銀行業者推波助瀾的效應及新銀行

成立後的激烈競爭有關，在泡沫逐漸破滅之際，多數銀行也因而元氣大傷，逾放

比節節升高，由圖 1A-1 可看出，國內在經濟景氣循環下，金融機構對於資產膨

脹及泡沫破滅之助漲及助跌的效果。而對於穩定國內金融秩序的手段──「軟著

陸」相對於「快刀斬亂麻」，國內各界的意見南轅北轍（《經濟日報》，1999 年 3
月 7 日）。就短期治標及未來長期維持正常的營運而言，以下建議或可減少因不

動產市場不景氣所引發金融機構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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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治標 
1. 積極處分不動產擔保品 

在景氣不佳時，融資戶之還款能力下降，以及銀行承受不動產擔保品件數急

增之趨勢下，不動產價格短期之內難以回升，因此，銀行宜積極處分不動產擔保

品，但由於房地產市場低迷，除了委託房屋仲介業者外，應主動與不動產開發公

司策略聯盟處理不動產，或進行長期規劃投資，除了可解決流動性之問題外，應

更可減輕持有不動產擔保品之壓力。 
2. 揭露銀行為規避《銀行法》之轉投資 

為了規避《銀行法》，國內銀行競相成立租賃公司，以承做《銀行法》規定

所不能做的，並藉此接收不良放款之擔保品，隱藏銀行呆帳（《經濟日報》，1999
年 3 月 19 日），此即類似日本之金融機構成立住宅金融專門公司（簡稱住專，即

如美國之 mortgage bank），專門承做住宅及不動產投資等房地產業放款，然而住

專本身不接受存款，資金來源受制於母體金融機構之操控下，「借短放長」對住

專之金籌措及運用而言，便種下了經營危機之惡果，且在經營上又多承接母體金

融機構所轉介風險較高之不動產放款。在經濟成長時期，極易因資產膨脹及同業

競爭而對不動產過度放款，儘管日本大藏省推出「融資總量管制」及「對三種產

業之融資管制」，然後者之管制卻將住專之不動產放款排除在外，導致母體金融

機構為避免本身對房地產放款過多致引發不良債權風險，紛紛將債信不良之不動

產放款交予住專；在經濟衰退期，資產價值嚴重縮水，潛伏已久的經營及管理問

題才浮現出來，然此時卻已釀成重大之金融與社會問題（盧世勳，1998）。當前

國內銀行成立租賃公司接手不良債權之行為，無異於日本銀行成立住專之「鴕鳥

心態」，為避免重蹈日本銀行之覆轍，國內應儘速制訂相關法令，充分揭露及規

範銀行為規避《銀行法》之轉投資。 
3. 提升主管機關權限、改造基層金融 

近幾年來，基層金融機構之獲利性逐漸下降，且逾期放款比率屢創新高，截

至 1998 年底止，漁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之逾放比率已逾 7.7％，而農會信用部

之逾放比更高達 11.7％（中央存款保險公司，1999）。基層金融機構長久以來營



 36

運之低效率及地方政治勢力介入的問題，眾所皆知，而主管機關鼓勵銀行購併問

題信用合作社，不但體質良好之銀行意願不高，且原有信用合作社的小問題卻累

積為大問題（殷乃平，1999），原因在於，購併並無法解決基層金融機構基本之

經營問題，其中牽涉層面甚廣，自經營理念、人員素質、承做業務等管理營運面，

乃至於地方勢力、背後財團及民代壓力等政治面，使得發現問題的金檢機關不是

權限不足，就是攝於壓力而不敢動手，克魯曼所提及之「親信資本主義」在基層

金融之營運上尤其明顯，因此唯有自結構上進行根本改革，國內金融環境方得以

重生，然此契機端賴政府本身之反省及執行魄力。 
 

（二）長期治本 
1. 實施不動產鑑價制度、謹慎審查不動產基本價值 

在國內缺乏國家認證、公正中立之鑑價師制度下，鑑價者多為銀行之行員或

民間機構，在銀行上級之壓力或借款人之人情關說及利誘下，可能因人謀不臧而

導致超貸弊端；或是鑑價人員良莠不齊，缺乏專業訓練，鑑定結果以市價比較結

果為依歸，反而偏離基本面，產生「追漲不追跌」的鑑定價值。在經濟成長時期，

經市價比較法所得之估計價值常有資產膨脹之情形，若此時銀行之經營策略發生

錯誤或大股東之態度有所偏頗，極易對膨脹後的不動產、股票等資產提供大量融

資，並提供鉅額炒作資金；一旦炒作成功，擔保品不但市價高漲，更可據此要求

擴張貸款額度，使得不動產及股票等資產之市價，因投機因素而再度膨脹，助長

「泡沫經濟」，循環不已，然而，景氣一旦由榮轉枯，呈現衰退現象時，泡沫的

破滅將使銀行嚐到質押資產價值縮水的惡果。國內在近兩年（1997～1998）間所

發生的一連串企業跳票風波，多與此類型之資產膨脹有關，而政府也因銀行逾放

激增而不得不於今（1999）年初推出 1,500 億元低利貸款刺激房屋需求，以紓困

因房地產市場不景氣而導致財務狀況惡化的銀行業者（林左裕，1998；徐明洸，

1993）。 
因不動產鑑價不實而導致銀行超貸或掏空公司等問題時有所聞（涂淑慧，

1997；郭庭昱，1997；《經濟日報》，1999 年 3 月 19 日），在未經政府認證且不

用承擔任何法律責任下的鑑定業者，若受上級壓力或遭委託人誘之以利，難免做

出不實的鑑價結果，而最終的受害者不外乎社會大眾、銀行之存款戶及上市公司

之投資人。儘管不動產之基本價值鑑定有相當高之困難度，若能減少弊端及超貸

等情事，就抑制資產膨脹的泡沫現象而言，應有相當程度的助益。 
然而，不動產的基本價值應如何鑑定呢？一般而言，不動產的基本價值乃由未來

的租金決定，即如股票的價值應由未來的股利還原而得，因此，不動產的基本價

值可借高登（Gordon）所發展的股利穩定成長模型而得： 
 

P0＝R1／(k－g) 
 

其中 P0 為不動產目前合理之基本價值；R1 為次年度出租不動產可得之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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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金及其他收益；k 為當時合理之要求報酬率；g 為未來租金可能之成長率，可

以消費者物價指數為指標。 
 
舉例而言，若某住宅自明年起，每月租金為 25,000 元（即年租金為 30 萬元），

若房東要求之報酬率為 10％，且在租約中明訂租金每年將依物價上漲率調整，

估計每年 3％，假設可永久出租，在不計折舊費用之情形下，此屋合理之基本價

格約為： 
300,000／(10％－3％)＝4,286,000 

 
若市場價格為 700 萬元，則可初步評量該屋為市價高估及看出房屋市場之泡

沫現象。 
 
未來銀行放款除了考量借款人（或公司）之償債能力外，貸款額度若能以不

動產抵押品的基本價值為參考標準，未來形成泡沫經濟的程度應可大幅改善，因

資本縮水而使銀行受創的情形也應可避免。 
 

2. 銀行應正規承做不動產放款時本身財務結構上的風險 
就銀行之財務結構而言，其負債屬短期、流動性高之大眾存款，而承做不動

產放款使得其資產面擁有長期且不流動的債權，此類型的組合即所謂的「借短放

長」（林左裕，1997），也使得銀行在資產負債的管理上出現「期限不配合」的缺

口，如此一來，銀行將面對極高的流動性風險。儘管《銀行法》第 84 條中規定，

對於不動產相關放款額度不得超過所收存款總餘額及金融債券發售額之和的 20
％，因為一旦景氣衰退，借款人的還款能力也跟著衰退，銀行可能因借款人無力

償還債務而不得不承接抵押債權，這將使得銀行資產負債表左方之不動產相關資

產數量增加，而在此時若不動產市場低迷，銀行無法處理大量、價格看跌且流動

性低的不動，勢必面臨負債相對膨脹的窘境，此時發生擠兌的風險即巨幅升高（見

圖 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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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銀行之短期性負債，人壽保險公司則在被保險人遇重大疾病、意外

或身故才需履行債務，故其負債屬於長期，相較之下，人壽保險公司反而更適於

承做不動產放款，因為其負債及資產均屬長期，可因此降低流動性風險。舉例而

言，歷經此波跳票事件的宏福集團，旗下之宏福人壽並未遭明顯波及，即為資產

負債之期限配合的結果。 
     
3. 實施不動產抵押權證券化 

儘管銀行承做不動產放款有其先天上財務結構之風險，然放款賺取利差畢業

是銀行之利潤來源，且不動產是良好且實質的抵押品，銀行無法完全放棄此一重

要業務，而承做不動產放款將增加銀行之流動性風險，實施「不動產抵押權證券

化」應可有效降低承做不動產放款之風險，此即資產證券化之特色──創造債權

卻不長期持有。如圖 1A-3 所示，不動產抵押權之證券化即將銀行資產中具風險

性之資產，包括不動產抵押權、商業放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等，將其集合、重新包

裝後，以較小面額之抵押擔保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y, ABS 或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型式出售至資本市場，以換取現金，如此一來，既可降低承做不

動產及一般商業放款之風險（尤其是不動產放款之流動性風險）、提高國際清算

銀行（BIS）所規定資本適足率之標準（目前銀行為 8％），又可進行下一循環之

放款，賺取服務費用，創造新的利潤來源，可謂一舉數得（林左裕，1997）。 
然不動產抵押權之證券化需政府初期支持及相關之配套措施，如鑑價及保證

制度等，方能成功實施。首先投資者當然不希望購買經膨脹後之抵押擔保債券，

若無中立、公正且經認證的鑑價制度，以目前良莠不齊的鑑價結果，實難看出在

次級市場中，抵押擔保證券對投資者之吸引力；其次是政府初期的支持亦是此制

度成功的要素，若政府提供債務人之還款保證，則抵押擔保證券的違約風險應可

巨幅降低，而保證（檢）制度初期可自軍、公、教等違約率較低之族群著手，待

稍具雛形後，再逐漸引進民間保險公司。 
銀行之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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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 

東南亞及南韓之金融風暴屬外來型，乃因其外債過高、經常帳長期逆差、開

放資本帳後，大量外資流入股市及不動產等短期且非直接投資，使得股市及房市

價格急遽膨脹，而在匯率長期高估，且匯率制度更迭，預期幣值即將回貶時，外

資迅速撤離，因而引發了泡沫破滅。 
而台灣的金融危機及泡沫現象則較類似於日本，有異於東南亞諸國及南韓，屬於

本土型，除了國內儲蓄累積之結果外，銀行的信用過度擴張、新銀行成立後的惡

性競爭，以及藉政商關係運作的方式有關，此類型的金融危機則有賴政府本身的

改革及金融機構的重整，方能調養長期失序的金融體質。 
國內不動產市場在短期內仍有寒意，主要原因係供給過剩、人口成長減緩、國際

油價低迷，以及因全球之不景氣而導致國內經濟成長趨緩，未來業者應注重市場

分析、縮減個案投資額度、提高自有資金比率及謹慎轉投資為宜，且推案方向亦

應考量人口結構逐漸老化的趨勢。而未來國內金融業者應正視資產價值縮水可能

引發之違約及流動性風險，若能謹慎審查不動產基本價值以供放款參考，在泡沫

破滅時應能減輕受創程度；而不動產抵押權之證券化既可降低銀行經營風險、提

高不動產抵押債權之流動性及資本適足率，又可為銀行創造新的收入來源，頗值

得政府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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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名詞＞ 
期貨（future） 
利率交換（interest rate swap） 
選擇權（option） 
股權交換（equity swap） 
衍生性金融商品（derivatives） 
期貨選擇權 (期權)（future option） 
交換契約（swap） 
結構型商品（structured note） 
避險（hedge） 
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 
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 
認購權證（warrant） 
通貨膨脹（inflation） 
違約（default） 
期限不配合（maturity mismatch） 
結算機構（clearing house） 
調至市價（mark to market） 
保證金（margin） 
買權（call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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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權（put option） 
權利金（premium） 
貨幣交換（currency swap） 
資產負債管理（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 
可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 CB） 
不動產抵押權基礎證券（mortagage-backed security, MBS） 
序列型不動產抵押權擔保債券（collateralized-mortgage obligation, CMO） 
債權擔保債券（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 CDO） 
金融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tion） 
不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EIT） 
次級房貸風暴（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自我評量＞ 
1. 何謂「衍生性金融商品」？簡述你所知道的衍生性金融商品之類別。 
2. 簡述「期貨」比起「遠期契約」少了哪兩種風險？ 
3. 簡述「風險管理」的步驟。 
4. 試簡述你所知道的「風險」。 
5. 若你是出口商，你可能直接面臨哪種風險？ 
6. 簡述「選擇權」與「期貨」之異同。 
7. 簡述 1997 年東南亞金融風暴之起因。 
8. 簡述美國次級房貸危機之起因。（2008 年不動產估價師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