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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的研究目的希望藉由計量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工具，引入相關重要的

總體變數來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利差與總經變數之間是否存在某些相關

性，作為國內債券投資與利率研判的參考依據。 本文應變數選定 1997

年 1 月至 2007 年 12 月之台灣及美國的長短期公債利差，並進一步探討

兩國十年期公債利差，引入兩國自變數，消費者物價指數、工業生產指

數、貨幣供給額、股價指數及官方基準利率等總體經濟變數，利用複迴

歸分析加以探討。 實證結果發現，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及新台幣兌美元

匯率與台灣長短期利差有顯著關係，前者為正向，後者為負向；而美國

貨幣供給 M2 與美國長短期利差則呈現負向關係；此外，台灣與美國之



間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利差與台灣消費者指數及美國貨幣供給 M2 有著顯

著負向關係，而與美國 ISM 製造業指數則呈現正向關係。  

摘要

(英) 

In this paper,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hope that by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area of tools,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abl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number of 

important empirical analysis to interest rate spread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 relevance, as domestic 

interest rates and bond investments Analysis of the reference. In this study, the 

number of selected contingency from January of 1997 to December of 2007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short and long-term bond interest spread,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10-year bond yield rate spreads of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able data,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money supply, stock index and the official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and 

other macroeconomic variable data,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be test. 

Our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aiwan's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the 

exchange rate have significant with short and long-term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former was positive, negative for the latter, while the U.S. M2 money 

supply and short and long-term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is a negative to ; In 

additio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10-year bond yield spreads 

and the consumer index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ney supply M2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ISM manufacturing index showed 

posit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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