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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依循著 1981 年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 IBM 公司所完成首筆通貨交換

交易(currency swap)之概念，利率交換亦自 1980 年代初期開始發展，再

短短二十年間市場規模驚人地成長至 22 兆美元的規模，遠遠高於利率

期貨與利率選擇權，成長速度之迅速，令人不得不正視這項新金融商

品。 國內的利率交換市場由於剛剛開始發展，因此不管參與者或成交量

都顯的不夠龐大、缺乏流動性，間接影響到利率交換的定價是否合理。

由於利率交換交易在金融市場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所以針對利率交換

的定價是否合理更是切身關係投資人，在以上因素的考量下，本研究以

利率交換價格決定之重要因子─交換價差為研究目標，探討在某些總體



經濟狀況改變時，是否對交換價差產生影響。 基於向量自我回歸模型不

僅可測量出各個變數直接對交換價差的影響效果並且可測出各個變數間

的交互影響對交換價差產生的間接影響效果的原因。而且向量自我回歸

模型不必擔心共線性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將採取向量自我回歸模型的方

法來進行實證研究，獲得了若干影響新台幣利率交換價差之因素的實證

結果: 1. 違約風險對交換價差呈現正向影響。 2. 短期利率水準對交換價

差呈負向反應。 3. 期間結構之斜率對到期日短的利率交換而言，是正向

影響交換價差，但對到期日長的利率交換價差卻沒有如此明顯的正向影

響關係。 4. 利率波動性對到期日短的交換價差成負向影響；對到期日長

的交換價差成正向影響。 5. 流動性風險負向影響交換價差。 6. 到期日

越短的交換價差受到流動性風險的影響越大。 7. 到期日越長的交換價差

受到違約風險的影響越大。 8. 到期日長的交換價差深受到期日短的交換

價差影響。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a construct of the first currency swap between World Bank and 

IBM, the interest rate swap (IRS) also develops in the beginning of 1980. The 

market of IRS grew amazingly to 2200 billion in twenty years. It is bigger than 

the one of interest rate futures and options. The speed of growth is very fast, so it 

is very normal to emphasize this new financial product. The domestic IRS market 

develops recently.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amount of transactions is 

small and illiquid, so they affect the pric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Because the 

importance of pricing of IRS, this study decide to research this topic-the main 

factor decide the price of IRS. This study use the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VAR) to find the manner that macroeconomic factor affect interest rate swap 

spread. The result of research as follow: 1.default risk affects swap spread 

positively. 2.the level of interest rate affects swap spread negatively. 3.slope 

affects short maturity swap spread positively; but it doesn’t affect long maturity 

swap spread much obviously. 4.volatility affects short maturity swap spread 

negatively; it affects long maturity swap spread positively. 5.liquidity risk affects 

swap spread negatively. 6.the short maturity swap spread is affected mainly by 

liquidity risk. 7.the long maturity swap spread is affected mainly by default risk. 

8.the long maturity swap spread is affected deeply by the short maturity swap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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