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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貨幣政策、投資績效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證券投資績效可能的影響。眾所皆知，貨幣
與經濟狀況的改變與隨後證券的報酬有顯著的相關性。我國中央銀行自民國 84 年起自
民國 91 年 6 月止，總共調整 22 次的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其中尤其在民國 90
年至 91 年 6 月調整了 11 次的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所以本研究以央行重貼現
率作為貨幣政策改變的指標，將樣本資料期間民國 82 年 1 月至民國 91 年 7 月分成四個
貨幣政策寬鬆的時段及三個貨幣政策緊縮的時段，分別研究不同的貨幣政策環境下對股
票投資報酬率及債券投資報酬率的影響，結果發現，緊縮的貨幣政策會使股票報酬率下
降，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責會使股票報酬率上升。同樣的，緊縮的貨幣政策也會導致債
券報酬率下降，而寬鬆的貨幣政策亦會使債券報酬率上升。由此可知，無論投資標的是
股票或債券，投資報酬率確實受到貨幣政策顯著影響；緊縮的貨幣政策會使投資報酬率
下降，寬鬆的貨幣政策則使投資報酬率上升。這樣明確的結果應可作為投資者因應中央
銀行貨幣政策改變時的具體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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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 Monetary policy、stock performance、bond performance

The purposes of this project are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nduct of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has affected security prices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hanges of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security returns 
afterward.  Since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has made changes in discount rates for over 22 
times since 1995, it is also possible to study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issue under different 
monetary regimes in Taiwan.  We use the discount rate of Central Bank of China as a 
measure of tightness of monetary policy to study the stock performance and bond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regimes. We found that the stock retur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during expansive policy periods than are returns during restrictive policy periods. We also 
found the bond retur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during expansive policy periods than are 
returns during restrictive policy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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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貨幣政策對投資績效表現影響分析
李桐豪

一、前言
民國九十年一月六日，行政院經建會

為改善國內投資環境舉辦了「全國經濟發
展會議」，其中有關「資金取得」分組會議
中決議要積極發展債券市場，建構我國的
債券殖利率曲線。李桐豪(2000)發現，中央
銀行的重貼現率與存款準備率會影響我國
的利率期限結構與水準，而利率水準與結
構的改變也就影響債券價格及投資不同債
券的報酬。對於債券投資人而言，投資不
同期別、種類的債券便會有不同的投資結
果，而此即為本研究動機的濫觴 – 中央銀
行的貨幣政策對於有價證券價格可能的影
響。

債券的投資報酬直接受到中央銀行貨
幣政策的影響，股票市場的表現也與中央
銀行的貨幣政策息息相關。舉例說明，台
灣的證券分析師們就常常以 M1B 與 M2 的
互動關係來預測股市未來的動向。
Fridson(1998)也探討美國過去百年來的股
價行為，並做出資金行情才是推動股市進
入牛市(bull market)最重要的因素。資金行
情的產生顯然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有
關。中央銀行在不同的貨幣政策環境下，
債券與股票的價格行為或有不同，故本研
究試圖分析中央銀行不同貨幣政策對投資
於債券及股票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之其餘結構如次。第二節進行
相關文獻之回顧。由於本研究探討的投資
策略屬於中長期性質，因此我們在第三節
探討貨幣政策的指標，藉由指標的改變，
界定究竟是寬鬆或是緊縮的貨幣政策環
境。第四節討論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及債
券市場投資績效的影響，第五節則為本研
究之結論。

二 二、回顧相關之文獻
1. 貨幣政策改變的指標

Jensen、Johnson 與 Mercer(2000)，
研究美國貨幣政策在投資管理所扮演的角
色時，主要以聯邦準備理事會重貼現率的
調整，做為貨幣政策鬆緊的指標。Bernanke 
與 Blinder(1992)認為銀行間拆放款利率
(Fed funds rate)，及其他市場利率間之
利差，特別是六個月的票券與國庫券利
差，是聯邦準備理事會絕佳的貨幣政策指
標 。 Stock 與 Watson(1989) ，
Bernanke(1990) ， 以 及 Friedman 與
Kuttner(1992)也支持此一觀點。此外，
Laurent(1988) 及 Bernanke 與
Blinder(1992)指出銀行間拆放款利率與
長天期政府公債利率的利差，以及銀行間
拆放款利率與國庫券利率的利差是很好的
貨幣政策指標。Ho 與 Saunders(1985)亦認
為銀行間拆放利率與其他短天期利率利差
與聯邦準備理事會的貨幣政策有關。再
者，長短天期利差(期限貼水)不僅被
Jensen、Mercer 與 Johnson(1996)做為貨
幣政策的指標，也被其他學者做為經濟狀
況的指標。[見 Fama 與 French(1989)，
Fama(1990) ， Schwert(1990)] 。
Lynge(1983)，Cornell(1983)，Pearce 與
Roley(1983)則以貨幣供給的宣佈當作貨
幣政策指標。 Waud(1970)更認為聯邦準備
理事會對貼現率的調整會影響金融市場參
與者對貨幣政策的預期，所以認為貼現率
的改變是好的貨幣政策指標。其他學者
Smirlock 與 Yawitz(1985)， Pearce 與
Roley(1985)，Cook與 Hahn(1988)，Jensen
與 Johnson(1995)也都將聯邦準備理事會
對貼現率的改變當作貨幣政策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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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貨幣政策改變對有價證券價格的影響
Rozeff(1974、1975)指出股價報酬的

變動有大部分是來自於貨幣政策同時的變
動。 Geske 與 Roll(1983)探討財政政策及
貨幣政策與股價報酬及通貨膨脹之關聯
性。 Fama(1981)，Kaul(1987)亦指出貨幣
政 策 與 股 價 的 關 聯 性 。 Jensen 與
Johnson(1995)發現貨幣政策對證券價格
有影響，他們發現 1962 年至 1991 年間，
在貨幣政策擴張期，股票市場的期望報酬
率較貨幣政策緊縮其高，表示投資者在貨
幣寬鬆期會期待較高的報酬率。Alex D. 
Patelis(1997)則指出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初期會導致較低的預期報酬，隨後再逐漸
提高；貨幣政策首先對預期超額報酬有顯
著的影響，其次為對預期股利的成長有影
響。

三、貨幣政策的指標
我國中央銀行自民國 84 年起自民國

91年 6月止，總共調整 22次的重貼現率與
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其中尤其在民國 90年
至 91 年 6 月調整了 11 次的重貼現率與擔
保放款融通利率(見附表一)。 由此可見，
近年來中央銀行常使用重貼現率與擔保放
款融通利率的調整做為貨幣政策工具。 所
以，在本研究我們以中央銀行調整貼現率
的行為來做為貨幣政策的指標；我們將中
央銀行調降重貼現率視為營造寬鬆的貨幣
環境，而將中央銀行調升重貼現率視為推
動緊縮的貨幣政策。

本研究的樣本期間為民國 82 年 1 月至
民國 91 年 7 月，而所使用的利率資料為月
平均值1。首先由表(一)我們依據中央銀行
重貼現率的調整將資料分成 7 個時段，其

                                                
1 不同天期利率之月平均是根據李桐豪(1998)之研
究，先以立方樣條迴歸法取得每日之利率期限結構
估計值，再取得各月份之平均值。

中有三個時段為緊縮的貨幣環境，表示這
三個時段中央銀行的重貼現率是往上調升
的，另外有四個時段是寬鬆的貨幣環境，
表示這四個時段中央銀行的重貼現率是往
下調降的。我們進一步檢定依上述方式所
界定出的緊縮與寬鬆的貨幣環境下，貨幣
供給量、隔夜拆款利率以及準備金的變動
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性；若有顯著的差異，
則表示我們所界定出的緊縮與寬鬆的貨幣
政策指標是正確的。由表(二)我們發現，在
寬鬆貨幣環境下的隔夜拆款利率顯著的低
於緊縮貨幣政策下的拆款利率；在寬鬆貨
幣環境下 M1B 的變動率則顯著的大於緊
縮貨幣政策下 M1B 的變動率。再者，我們
由表(三)得知，除了 1997/8 至 1988/7 這段
貨幣緊縮期間外，在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
下，股票市場報酬率的變動率通常較緊縮
貨幣政策環境下的股票報酬率的變動率為
大。由以上的資料顯示，我們可以使用中
央銀行重貼率的變動來界定貨幣政策寬鬆
環境或貨幣政策緊縮環境。

四、貨幣政策改變對投資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貨幣政策改變對投

資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報酬率的影響，所
以模型的被解釋變數分別為股票市場的報
酬率及債券市場的報酬率。其中，股票市
場的報酬率為台灣加權股票指數的報酬
率。至於債券市場的報酬率，則由於台灣
的債券交易特質常以剛發行的公債作為交
易的標的，而經過一至二年後就沒有交易
記錄，所以我們很難針對某一債券來計算
其報酬率。再者，台灣的債券市場亦無綜
合指數，所以我們延用李桐豪(1998)推估
的債券殖利率曲線，推算十年期債券的報
酬率作為長天期債券報酬率指標。

影響股票市場的報酬率及債券市場的
報酬率的解釋變數我們設定為被解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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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期的報酬率、利率期限貼水、風險貼
水以及貨幣政策指標，其中期限貼水為 10
年期債券報酬率減 1 年期的債券報酬率，
風險貼水則為 30 天的商業本票利率減 30
天期的無風險利率，而 30 天的無風險利率
亦延用李桐豪(1998)所推估的殖利率曲線
下的 30 天期利率。至於貨幣政策指標則指
貨幣寬鬆或緊縮的虛擬變數；虛擬變數的
設定為當貨幣寬鬆時設定為 0，貨幣緊縮時
則設定為 1。

理論上，資產報酬率(股票報酬率或債
券報酬率)應與其前期的資產報酬率正相
關，亦即前期資產報酬率上升，會導致本
期資產報酬率上升。利率期限貼水與資產
報酬率亦為正相關；資金市場的鬆緊應使
得資產報酬率與利率期限貼水呈同向變
動。至於風險貼水對資產報酬率也應有正
的影響；當市場的風險愈大，則投資者對
資產報酬率所要求的風險貼水增加，所以
當風險貼水愈大，資產報酬率愈高。若政
府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則會使市場資金
寬鬆，導致資產報酬率上升，產生所謂的
資金行情。反之，當政府採行緊縮的貨幣
政策，市場資金緊縮則會使資產報酬率下
降。

根據上述的推論，本研究所設定的模
型如下：
(一) 股票報酬率估計：

tttttt DDEFTERMRETSRETS εααααα +++++= − 432110

),0(  ~ 2
1σε Ni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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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債券報酬率
年期債券報酬率期限貼水

t

t

t

D

DEF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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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模型中，我們以股票報酬率

為被解釋變數，前一期股票報酬率、期限
貼水、風險貼水以及貨幣政策虛擬變數為
解 釋 變 數 ， 並 假 設 其 殘 差 項 為

),0(  2
1σNiid ，亦即其殘差項的變異數為一

常數，所以我們直接以 OLS 估計解釋變數
的係數。表(四)是針對股票報酬率以民國
82 年 1 月至民國 91 年7月資料所作的實證
研究結果。在顯著水準 5%下，我們發現股
票報酬率受其前期報酬率顯著且正向的影
響，利率期限貼水對股票報酬率亦有正的
顯著影響，而風險貼水對股票報酬率雖有
正的影響，但並不顯著。至於政府若採取
緊縮的貨幣政策則會使股票報酬率下降；
反之，若政府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則會使
股票報酬率上升，且其影響係數顯著地異
於零。最後，由本模型的殘差項及殘差項
平方值之 Ljung-Box Q 檢定值，可以知道
本模型式的殘差項及殘差項的平方值無自
我相關的現象，故與本模型的假設相符。

(二) 債券報酬率估計：

tttttt DDEFTERMRETBRETB ηβββββ +++++= − 432110

),0(~ 2
2t ση Niid

      
期的債券報酬率

期債券報酬率
1:

:

1 −− tRETB
tRETB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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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型中，我們以債券報酬率
為被解釋變數，前一期債券報酬率、
期限貼水、風險貼水及貨幣政策虛擬
變數為解釋變數，並假設其殘差項為

),0(  2
2σNiid ，亦即其殘差項的變異數

為一常數，故可以直接以 OLS 估計解
釋變數的係數。

表(五)是針對債券報酬率以民國 82
年 1 月至民國 91 年7月之月平均資料所作
的實證研究結果。在顯著水準 5%下，我們
發現債券報酬率受其前期債券報酬率顯著
且正向的影響，利率期限貼水對股票報酬
率有正的顯著影響，而風險貼水雖對股票
報酬率有正的影響，但並不具顯著性。 至
於政府若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則會使股票
報酬率下降；反之，若政府採取寬鬆的貨
幣政策則會使債券報酬率上升，但其影響
係數並不顯著地異於零。不過，由本模型
的殘差項及殘差項平方值之 Ljung-Box Q 
檢定值，可知本模型的殘差項無自我相關
的現象，但是殘差項的平方值則有自我相
關的現象，而與本模型的假設不相符，這
可能會導致影響係數的估計結果，所以我
們對本模型作如下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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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我們由表(五)知道，在估計債券
報酬率時，由於上述模型的實證估計結果
並不符合 OLS 估計方法的假設，所以我們
將模型修改成 GARCH(2,2)模型；被解釋變
數為債券報酬率，解釋變數依舊為前期報
酬率、利率期限貼水、風險貼水以及貨幣
政策虛擬變數，但進一步假設殘差項的變
異數不是一個常數，而是異質變異數的
GARCH(2,2)模型。

我們由表(六)的實證結果發現，在
顯著水準 5%下，前期債券報酬率對本期債
券報酬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利率期限
貼水與風險貼水對債券報酬率的並無顯著
性的影響。至於貨幣政策環境不同對債券
報酬率則有顯著的影響；貨幣政策若為緊
縮政策則會使債券的報酬率下降，貨幣政
策若為寬鬆政策則會使債券報酬率上升，
而且影響係數顯著地異於零。同時由異質
變異數的估計式可知，前兩期的殘差項平
方值及前兩期的殘差項變異數對本期估計
式的變異數都有顯著的影響。最後，我們
由本模型的調整後殘差項及調整後殘差項
平方值之 Ljung-Box Q 檢定值知，本模型
的調整後殘差項及調整後殘差項的平方值
並無自我相關的現象，故與本模型的假設
相符。

五、結論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投資績效的影響
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以中央銀行調整
重貼現率來當作貨幣政策寬鬆或緊縮的指
標；當中央銀行重貼現率向下調整，表示
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反之則是緊縮的貨幣
政策。依此作為界定貨幣政策的方向，我
們將民國 82 年 1 月至民國 91 年 7 月的台
灣金融市場分成七個階段，其中有三個階
段是緊縮的貨幣政策環境，四個階段為寬
鬆的貨幣政策。我們再進一步探討中央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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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貨幣政策對台灣股票市場報酬率及債券
市場報酬率的影響。結果發現緊縮的貨幣
政策會使股票報酬率下降，寬鬆的貨幣政
策環境責會使股票報酬率上升。同樣的，
緊縮的貨幣政策也會導致債券報酬率下
降，而寬鬆的貨幣政策亦會使債券報酬率
上升。由此可知，無論投資標的是股票或
債券，投資報酬率確實受到貨幣政策顯著
影響；緊縮的貨幣政策會使投資報酬率下
降，寬鬆的貨幣政策則使投資報酬率上
升。這樣明確的結果應可作為投資者因應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改變時的具體參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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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以重貼現率為貨幣政策指標下界定的寬鬆期及緊縮期
數量 持續期間 起始月 終止月 寬鬆* 緊縮*

1 26 Mons 1993/1 1995/1 5.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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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Mons 1995/2 1995/6 5.69%~6.55%
3 25 Mons 1995/7 1997/7 4.93%~7.94%
4 13 Mons 1997/8 1998/8 6.67%~8.11%
5 18 Mons 1998/9 2000/2 4.61%~6.52%
6 9 Mons 2000/3 2000/11 4.64%~4.8%
7 20 Mons 2000/12 20002/7 1.94%~4.72%

*第五欄及第六欄為該段樣本期間隔夜拆款利率的最小值及最大值

表（二）其他貨幣變數在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之表現
寬鬆* 緊縮* t-value

     隔夜拆款利率 5.18% 6.12% -2.94*
    準備金變動率 0.202% -0.58% 0.68
貨幣供給 M1B 變動率 1.12% -0.55% 2.27*

*第二欄及第三欄是分別表示寬鬆期及緊縮期下不同貨幣變數的平均值

表（三）股票投資報酬率在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之表現
寬鬆(E)
或緊縮
(R )

起始月 終止月 持續期間
(Months)

平均月報酬率
(%)

月報酬率的
標準差(%)

E 1993/1 1995/1 26 3.281 8.525
R 1995/2 1995/6 5 -3.469 2.919
E 1995/7 1997/7 25 2.384 5.853
R 1997/8 1998/8 13 -1.905 7.006
E 1998/9 2000/2 18 1.979 6.849
R 2000/3 2000/11 9 -6.111 5.632
E 2000/12 20002/7 20 0.003 8.839

表（四） tttttt DDEFTERMRETSRETS εααααα +++++= − 432110

係數 T值

0α -1.9808 -1.35

1α 0.2454 2.94*

2α 4.8982 2.51*

3α 1.4766 1.60

4α -5.4539 -4.14*
Ljung-Box Q-statistics for tε : Q(10)=12.65(0.24)  Q(20)=23.97(0.24)

Ljung-Box Q-statistics for :2
tε Q(10)=6.09(0.80) Q(20)=20.74(0.41)

表（五） tttttt DDEFTERMRETBRETB ηβββββ +++++= − 432110

係數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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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β -0.0204 -0.09

1β 0.9613 27.27*

2β 0.3338 2.89*

3β 0.0133 0.21

4β -0.0266 -0.42
Ljung-Box Q-statistics for tη : Q(10)=8.34(0.59)  Q(20)=16.68(0.67)

Ljung-Box Q-statistics for :2
tη Q(10)=33.08(0.00) Q(20)=34.74(0.02)

表（六）

2
24

2
13

2
22

2
110

2

432110

      ,               −−−−

−

++++==

+++++=

btbtttbttbtt

tttttt

hhh

hDDEFTERMRETBRETB

σκσκκκκσησ

βββββ

係數 T 值

0β 0.0008 0.004

1β 0.9864 33.901

2β 0.0894 0.097

3β -0.0318 -1.251

4β -0.0912 -2.225

0κ 0.0123 1.543

1κ 0.3587 6.485

2κ 0.3640 9.633

3κ -0.3724 -2.510

4κ 0.4940 3.867
Ljung-Box Q-statistics for btth σ : Q(10)=15.87(0.10)  Q(20)=27.30(0.12)

Ljung-Box Q-statistics for 2)( btth σ ：Q(10)=5.61(0.84) Q(20)=13.95(0.83)

附表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時間表
時間 主要內容 背景說明

重貼現率及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政策
84.2.27 調提高重貼現率

0.3%，
調高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一月份物價漲幅升高，
消弭社會可能形成之物價預期心理，及為縮小國內外利
率差距、兼顧國內經濟景氣穩定成長目標。

84.7.25 調降重貼現率 0.3%，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貨幣市場利率持續下跌，重貼現率與市場利率水準相差
過大。

85.5.24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25%。

銀行資金寬裕，貨幣市場利率持續下跌，
引導銀行業調降基本放款利率，以激勵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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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9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25%。

景氣未見好轉，民間投資意願有待提升，
引導銀行業繼續調降基本放款利率，
減輕行庫辦理賀伯颱風各項貸款轉向中央銀行融通之資
金成本。

86.8.1 調升重貼現率
0.25%，
調升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25%

避免新台幣進一步走貶,並縮小貼放利率與市場利率的
差距，強調「不會太鬆」貨幣政策。

87.9.29 調降重貼現率
0.1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另有
調降存款準備率及
釋出郵儲本金措
施)。

金融風暴衝擊，外需不振，出口衰退，景氣領先指標持
續走低，
國內物價及外匯市場穩定，
九月底及十月初有稅款繳庫因素，銀行資金缺口擴大，
提供銀行創造貨幣信用長期資金來源，提升銀行競爭能
力。

87.11.11 調降重貼現率
0.1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市場短期利率低於中央銀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國內物價及匯價繼續持穩，
反應市場資金寬鬆局面。

87.12.8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25%

市場利率走低，反應市場資金寬鬆局面。

88.2.2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25%

國內市場資金寬鬆，利率走低，
國內物價及匯價持穩。

89.12.29 調降重貼現率
0.1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我國景氣趨緩,失業率上升，物價穩定，反映市場利率走
勢

90.2.2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25%

我國景氣趨緩,失業率上升，物價及外匯穩定，為提振景
氣，反映市場資金寬鬆面

90.3.30 調降重貼現率
0.1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失業率攀高，需求及生產減緩，景氣有待提昇，反映國
內外金融市場利率走勢

90.4.23 調降重貼現率
0.1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125%

國內景氣欠佳，銀行放款、投資及貨幣成長依舊緩慢

90.5.18 調降重貼現率 0. 
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25%

國內景氣欠佳，銀行放款、投資及貨幣成長依舊緩慢

90.6.29 調降重貼現率 0. 
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2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25%

在通膨無慮下，內需及就業有待提振，反映國內市場利
率走勢，促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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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20 調降重貼現率 0. 
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2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25%

國內景氣持續低迷

90.9.19 調降重貼現率 0. 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5%

提振景氣，反映市場資金寬鬆

90.10.4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2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25%

國內景氣持續低迷，提振民間消費與投資

90.11.8 調降重貼現率 0.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2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25%

外需持續疲弱，民間消費與投資有待提振

90.12.28 調降重貼現率
0.1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12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125%

進出口及生產未盡理想，另在我國加入 WTO 後，產業結
構之調整有待時間完成

91.6.28 調降重貼現率 0. 
25%
調降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 0. 25%
調降短期融通利率
0. 25%

鑒於近來國際金融市場略有波動，恐影響全球景氣復
甦，我國景氣雖件回升，為內需仍疲。

存款準備金乙戶利率政策
87.11.16 提高存款準備金乙

戶利率 0.3%。
提升銀行業競爭力，減輕工商企業取得資金成本。

88.1.7 提高存款準備金乙
戶利率 0.5%。

銀行體系資金寬鬆，
降低銀行業資金成本，減輕工商企業及個人借款利習負
擔。

89.7.17 提高存款準備金乙
戶利率 0.8%

降低銀行業資金成本,以提高銀行競爭立及授信能力,對
營運正常企業提供營運所需的資金

90.10.4 調降存款準備金乙
戶利率為 2.5%

合理反映市場利率水準，因為當時台銀一個月期及一年
其定存利率分別為 2.85%及 3.3%，遠低於存款準備金乙
戶利率 4%

90.11 準備金乙戶成數由
六成降為五成五

此項措施將可自準備金乙戶釋出週轉金約四百餘億元

存款準備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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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12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1%，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因應當前經濟金融情勢需要，估計釋出準備金六百三十
四億元。(國票事件)

84.9.25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1%，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銀行體系資金供需狀況轉趨緊俏，銀行準備部位呈現鉅
額準備不足現象，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仰賴中央銀行實
施公開市場操作與貼現窗口融通方式挹注資金，
我國存款法定準備率相對其他國家偏高，
舒解銀根緊俏現象，降低銀行營運成本，
估計釋出準備金六百五十三億元。

84.11.7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25%。

物價趨於穩定，
八十四年九月份景氣對策訊號轉為黃藍燈，
十一月全月銀行體系資金將呈現不足，中央銀行採取措
施支應市場資金需要，
舒解銀根緊俏現象，再降低銀行營運成本，
估計釋出準備金三百二十六億元。

85.3.8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1.2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35%。

面臨總統大選，海峽兩岸關係不佳，外匯市場資金持續
外流，
股市低迷，景氣欠佳，資金利息偏低。

85.8.24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125%。

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在控制範圍內，
國內實質面經濟活動未顯著好轉，
第二季經濟成長率為 5.24%，低於原估計之 6.05%，民間
投資呈負成長，對外貿易擴張顯著趨緩，
賀伯颱風復建資金需求增加，財政部發行國庫券及公
債，銀行體系資金一時轉緊，靠公開市場操作舒緩，
提振國內經濟景氣，降低銀行資金成本。

86.9.25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0.7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15%。

東南亞貨幣危機，預期新台幣貶值心理，
美元需求增強、官股釋出及稅款繳庫，新台幣資金趨緊，
貨幣市場利率揚升，
彌補外匯市場新台幣資金缺口，充裕銀行資金，充分供
應工商企業正常資金需求，
落實存款準備制度改革，
降低銀行資金成本，提高銀行國際競爭力，
估計釋出準備金四百零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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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16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1.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金融業拆款利率經常在 8%以上居高不下，
部份金融業調高存放款利率及減少放款，長期恐影響廠
商資金調度，
彌補外匯市場新台幣資金缺口，充裕銀行資金，充分供
應工商企業正常資金需求，
落實存款準備制度改革，
降低銀行資金成本，提高銀行國際競爭力，
估計釋出準備金九百六十億元。

87.8.3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2%，
釋出郵儲本金一百
億元。

景氣趨緩，景氣對策信號自四月起轉呈黃藍燈，有效需
求疲弱，
物價及外匯市場情勢穩定，
銀行新承作放款利率緩降，
落實存款準備制度改革，
降低銀行資金成本，提高銀行國際競爭力，
中央銀行近數月透過公開市場操作每月資金釋出規模在
四百億元以上，
估計釋出準備金三百六十七億元，連同郵儲本金釋出，
合計釋出資金三百六十七億元。

87.9.29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0.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2%，
釋出郵儲本金一百
億元 (另有調降重
貼現率及擔保放款
融通利率措施)。

金融風暴衝擊，外需不振，出口衰退，景氣領先指標持
續走低，
國內物價及外匯市場穩定，
九月底及十月初有稅款繳庫因素，銀行資金缺口擴大，
提供銀行創造貨幣信用長期資金來源，提升銀行競爭能
力，
落實銀行存款準備制度之改革，
估計釋出準備金三百六十一億元，連同郵儲本金釋出，
合計釋出資金四百六十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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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20 調降銀行支票存
款、活期存款、活期
儲蓄存款之法定存
款準備金比率各
3.75%，
調降定期存款與定
期儲蓄存款之法定
存款準備金比率各
0.35%，
銀行在 3 月 19 日以
前自行決定在其其
釋出準備金額度
內，用以購買中央銀
行發行可轉讓定期
存單或轉存中央銀
行，期限一年，利率
為郵匯局一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單
利計息，到期時中央
銀行決定是否展
期，銀行得以存單、
轉存款參加中央銀
行公開市場操作或
質借。

改善銀行授信品質，健全銀行經營，
估計釋出準備金一千六百六十八億元，
每年增加全體銀行盈餘八十餘億元，五年合計增加四百
餘億元，中央銀行將督促銀行打銷呆帳(連同準備金乙戶
利率提高，銀行增加利益高達一百三十六億元)。

90.10.4 調降存款準備率，平
均準備率由 6.22%降
為 5%

降低銀行業資金成本以健全銀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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