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匯率是兩種貨幣的交換比率，所以視為一種貨幣與另

一種貨幣的相對價值。相對於其他貨幣來說，本國貨幣貶

值，除了代表本國貨幣的購買力下降外，本國的資產相對

外國也降低了，所以匯率也衍伸為一個國家的財富價值。 

外匯是最早出現集中市場的金融商品之一，在中世紀

歐洲，因為各諸侯國都有自行鑄造貨幣的權利，在商品的

交易中就因為貨幣鑄造的材質比例不一，有貨幣不等值的問題，剛開始是放任市

場自由決定，使得匯率價格不一。直到 1858 年官方介入價格的訂定，最早的外

匯集中市場便在法蘭克福形成。 

雖然其實自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各個小國就有鑄造自己的貨幣，如耳熟能

詳的刀錢、布錢、圓錢等。合理推測應該也有相對應的匯率，不過因為無留下匯

兌的紀錄，因此無法證明有所謂的集中市場。 

通常匯率的決定，取決於市場上的貨幣供需，不過有些國家經濟規模較小，

所發行的貨幣也較少，易被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以較大的購買力影響貨幣價格，

所以採取的是固定匯率的制度，而一般國家採取的是浮動匯率。而所謂的固定匯

率，指的是本國貨幣相對於美元採取固定匯率的制度。 

二次大戰後，美國本土並未遭受到戰火的蹂躪，成為當時世界上獨強的國家，

1944年歐美簽訂布列敦森林協議，將黃金與美元的價位固定，並允許以美元兌

換黃金，實行金本位制，從此美元在貨幣市場上成為國際流通貨幣，其他各國對

美元實行固定匯率，由於其他國家對美元有相當的信心，也以本國貨幣對美元的

匯率為基礎，計算與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 

匯率是兩種貨幣相對的比率，所以外匯的報價分為兩種，直接報價與間接報

價。直接報價指的是以本國的貨幣表示單位，可兌換國外一塊錢的貨幣。以下表，

華南銀行的匯率報價為例，都是以台幣直接報價，

美金賣出匯率 30.22，代表需要用台幣 30.22元才能

換取 1美元;澳幣賣出匯率 23.934，代表需要用

23.934新台幣，才能換取 1元澳幣。此時新台幣是

報價貨幣，美元、澳幣是被報價貨幣。這種報價方

式，對於本國人民要購買其他貨幣時可以相當直觀，

知道需要用多少錢去購買外國一單位的貨幣。不過

當貨幣貶值時，其實數值是向上升的。例如:當台幣

由 30元台幣兌 1美元上升到 32台幣兌 1美元時，

台幣的數值報價上升，卻代表台幣貶值，美元升值。

數值上升卻是貶值，與變動的直觀不同。所以雖然

就像一罐可樂多少錢的方式標價，不過在交易上卻

常帶來不少困擾。 

相對直接報價的方式為間接報價，與直接報價相

反，以外國貨幣為報價幣，本國貨幣為被報價幣。

匯率別 買入匯率 賣出匯率

美金 30.12 30.22

美金現鈔 29.97 30.37

港幣 3.828 3.883

港幣現鈔 3.745 3.895

英鎊 38.796 39.196

英鎊現鈔 37.926 39.812

紐西蘭幣 21.54 21.74

澳幣 23.734 23.934

澳幣現鈔 23.518 24.158

新加坡幣 22.125 22.305

瑞士法郎 31.22 31.42

加幣 23.764 23.944

加幣現鈔 23.474 24.214

日幣 0.2711 0.2749

日圓現鈔 0.268 0.2758

瑞典幣 3.738 3.818

南非幣 2.277 2.357

泰國銖 0.8888 0.9282

歐元 35.653 36.013

歐元現鈔 35.333 36.283

人民幣 4.546 4.59

人民幣現鈔 4.448 4.616

韓元現鈔 0.0249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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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都是以美元為報價幣，代表 1澳

幣可換得 0.7901的美元、1紐幣可換得

0.7163的美元、1 歐元可兌得 1.1892的

美元、1英鎊可換到 1.2918的美元等。這

時若數值上升，代表該貨幣是升值的。這在交易上就方便了許多，看澳幣升值就

是買進澳幣，看貶歐元就是賣出歐元。這在交易時相當重要，若不能分別報價方

式，就難以判斷應該是買進或是賣出。 

自 1950年起，歐洲各國經濟逐漸復甦，歐洲發現固定匯率對自己不利，本

國貨幣相對於美元太過便宜，美元價格太高，因此將手上的美元向美國兌換成黃

金，美國的黃金開始流失，美元相對其他國家的貨幣不斷貶值。直到 1971年，

美國聯準會開始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布列敦森林協議結束，美元

金本位體制崩潰，美元與各國的貨幣的兌換匯率不再採固定匯率制，而是改採浮

動匯率制度，美元也開始自由發行，不再依據手上所持有的黃金來發行美元。 

當美元兌各國貨幣採取了浮動匯率制度時，代表了匯率會出現了升值與貶值

的不確定風險，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立刻嗅到了商機，在 1972年推出了外匯類的

期貨提供避險，種類包括了英鎊、加幣、德國馬克、瑞士法郎及日幣兌美元等五

種貨幣。後續也推出其他貨幣的期貨，如 2002年歐元上市，取代了德國馬克。 

外匯市場除了期貨可供交易外，其實還有即期外

匯市場、遠期外匯市場、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

等，交易者大多是銀行，銀行可以在這些市場上發

現價格的不同而做套利交易，所以交易量非常龐大。

加上貨幣的分布在全球各地，24小時都有匯率的需

求與市場，影響匯率的因素又相當廣泛，使得外匯類的期貨商品相當受到歡迎。 

而紐約棉花交易所在 1985年成立了金融部門，鑒於市場上的需求，參照 1973

年 3月，六種貨幣對美元匯率變化的幾何平均加權值，以 100.00 為基準計算，

推出了美元指數。這時美元指數就成了美元在外匯市場上整體強弱的指標，而假

設美元指數報價 92.6，代表了自 1973年 3月以來，美元相對六種貨幣價值下降

了 7.4%(100-92.6)。 

以銀行的立場而言，若是在 3個月的遠期外匯市場賣出歐元、收到美金，表

示銀行將在 3個月後收到美金，並交割賣出歐元。若在這 3個月的期間，歐元的

價格上漲、美元的價格下跌，那銀行將遭受到損失。 

這時銀行為了規避風險，會以目前的價格先在市場上借進美元支付利息，並

將之兌換成歐元，存放在別的銀行賺取利息，並在 3個月到的時候，把手上的歐

元交割賣出並將收到的美元歸還即可。 

在這種情形下，可以明顯的發現到，在市場的匯率不變下，當歐元存放在銀

行賺取的利息，大於借進美元所支付的利息時，就可以獲利。不過很可惜，現實

情形是市場的匯率變動遠比利率的變動較大。因此遠期匯率的決定，應是以利率

為基礎來計算，遠期外匯的報價計算公式就應運而生。 



 

 

遠期匯率報價=即期匯率×(
1+[報價幣別年利率×(

𝐷

360
)]

1+[被報價幣別年利率×(
𝐷

360
)]
) 

舉例:假設目前歐元兌美元即期匯率間接報價為 1.1500 

     美元年利率為 2.75% 

     歐元年利率為 1.5% 

90天的歐元遠期匯率=1.15×
1+[1.5%×(

90

360
)]

1+[2.75%×(
90

360
)]
=1.15×

1.00375

1.006875
=1.1464 

因為歐元的利率較美元來的低，因此在遠期報價就較即期匯率來的低。 

這時假設市場上 90天的歐洲遠期匯率報價為 1.16，銀行就可以當下借進

11.5萬美元 90天，在即期市場上以 1.15 買進 10萬歐元，90天後還出本息為

115790.625美元，並在遠期外匯空出 1.16，這時買進的 10萬歐元可以放在銀行

收取 375歐元的利息。90天後交出 10萬歐元交割，拿回 100000×1.16=116000

美元，償還了 115790.625 美元，仍有獲利 209.375美元，再加上 375歐元。所

以可以知道，當市場外匯價格超出了以上公式的價格時，就有套利的空間。而芝

加哥交易所的期貨契約都是以季月合約作為交割合約，因此也可以當作是 90天

期的遠期合約。而且由於交易為集中市場，在合約期間，價差會因為天數的減少

而縮小，以上的公式就是芝加哥交易所外匯類商品的基本定價公式。 

每個貨幣都有其發行單位監管，該貨幣的供需主要由央行提供，因此對匯率

影響最大的主因其實是該貨幣的央行，各國的央行也會依照自己的國情來決定本

國貨幣的供需狀況。所以在操作貨幣的時候，除了顧及到以下各項貨幣的特性之

外，更是要注意到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與公布時間。 

澳幣: 

澳洲自 1901年就已立憲獨立，只是在其他法令上仍舊與英國藕斷絲連，例

如法院的終審權一直到 1986年才正式脫離英國法院。因此 1900 年以前，澳洲仍

使用英鎊作為貨幣，但是在 1901年起，澳洲開始發行貨幣，稱為澳大利亞磅，

仍舊使用英鎊的進位方式。一直到 1966年貨幣改革，貨幣的單位才由”磅

(Pounds)”漸進式的改為”Royal(皇家)”，最後改為現在的”元(Dollar)”，

並以 10 進位計算，1995 年澳洲央行發行塑膠貨幣，是全球第一個發行塑膠貨幣

的國家，翌今仍使用塑膠貨幣。 

澳洲共有 7,692,024平方公里，2400萬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 3.1個人左右，

可謂是地廣人稀，天然資源豐富。澳洲是全球第二

大小麥出口國，還有鐵礦石、原油、天然氣、鋁土、

牛、羊肉等。主要出口商品以原物料為主。因地靠

亞洲，最大貿易夥伴為中國大陸、日本等，且出口

以對中國大陸與日本為主，導致中、日兩國的經濟

直接影響了澳洲的出口。一但中國大陸對澳洲的進

口需求減少，澳洲經濟成長就開始顯著趨緩，澳洲

央行就會考慮降息，澳幣兌美元匯率反應走弱，反



 

 

之澳幣則走強。而若原物料的價格上揚，澳洲的收入也會增加，澳幣也會相對強

勢，原物料的價格與澳幣也就有同樣連動性。 

不過由於澳洲央行的利率在過去的時間中，常較歐美來的高，與日本比更是

高出許多。因此在過去常有法人從日本借出零息日圓，匯出到澳洲存款做套利交

易。這種作法在澳幣或日幣匯率波動不大時，可有 3~4%的套利空間。不過金融

海嘯後，由於匯率波動甚大，這種作法已經不太容易見到了。 

英鎊: 

古羅馬是歐洲文明的起源之一，在度量衡上英國也受其影響，將其 1磅等於

7000顆大麥的重量標準拿來使用。歐洲也以銀當作是交易的媒介，因此一磅的

銀做成之硬幣，就成了當時貨幣的基本概念。在七世紀時，英國仿照法國查里曼

大帝的制度，定 1 英鎊=20先令(shillings)，1先令=12便士(pence)，1便士=4

文錢(Farthing)的標準。到 1971年以前，因為硬幣鑄造的質量問題，還出現了

多達 50 種以上的貨幣，但是都脫離不開以上的標準。直到 1971 年，統一成 10

進位，取消先令，定 1英鎊=100便士(分錢)。 

英鎊的流通區域除了英國本土，還有英國的屬地以及英國海外領土，這些地

方多位於大西洋或是地中海的小島。目前發行的紙鈔:5鎊、10鎊、20鎊、50

鎊;硬幣:1便士、2便士、5便士、10便士、20便士、50便士、1英鎊、2英鎊

與 5英鎊。須注意的是，在不同行政區所鑄

的硬幣鑄有不同的圖案，但不論硬幣於那個

行政區鑄造，皆全國通用。 

英國是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因此在二

次大戰前，英鎊一直都是重要的國際流通與

外匯儲備貨幣。所以即便是二戰時期，經濟

滿目瘡夷，其幣值對美元仍維持了 1英鎊:4.03美元的高匯率。直到二戰後，英

鎊才逐漸的貶值。 

1972年，美元與歐洲的金本位制崩潰，發行貨幣的基礎不再是黃金，而是該

國的信用與國力，匯率也由過去的固定匯率改成浮動匯率，而歐洲在 1979年為

了使歐洲各國的匯率穩定，運作了一個歐洲貨幣體系。1989年 11 月柏林圍牆倒

塌，東西德統一，因為兩方的經濟有一定的差距，使得德國馬克通貨膨脹飆升，

德國不得不升息以應付通貨膨脹。 

英鎊當時為 1 英鎊兌 2.95德國馬克的高匯率，加上英國的經濟已經開始衰

退，環境已在逼迫英國央行降息，但是卻選擇在 1990年這個時刻選擇加入歐洲

貨幣體系。也就是英國必須維持匯率穩定，不能降息。 

這些矛盾終於在 1992年引爆，1992年歐盟 12個成員國簽訂馬斯垂克條約，

訂定一些標準，希望各成員國達到，成為經濟貨幣聯盟的成員，為歐元作暖身。

然而就像兩人三腳，大家的腳長短不同，若步伐不一致，很容易跌倒。德國想要

調高利率，但是英國想要降低利率。這時市場大亨索羅斯，看出了英鎊相對於德

國馬克與美元的匯率過高。開始狙擊放空英鎊，英鎊自 1英鎊兌 2.95德國馬克



 

 

逼近到歐洲貨幣體系所規定的 2.778，英國央行甚至將利率由 10%調高至 15%，

但終究無法抵擋英鎊下跌的趨勢。1992年 9月 16日英國無法維持英鎊兌馬克的

下限，最終決定退出歐洲貨幣體系。索羅斯也因此一戰成名，成為市場口中的金

融大鱷。據英國財政部估計，英國為此付出了 34億美元的代價，而索羅斯獲利

了將近 10億美元，此事也成為了英國國力衰弱的象徵，更埋下了日後英國脫歐

的種子。 

英國貿易最大出口國為美、德、法、荷、義，最大進口國則為德、中、荷、

美、法。德國除了是英國最大貿易夥伴，整個歐盟也是，加上英國離歐洲較近，

英國與歐盟的關係相較美國下，歐盟應該較為重要。因此英國脫歐的過程與結果，

會影響英鎊未來十年的走勢。 

加幣: 

加拿大原本是英、法的殖民地，後來英國奪取了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英鎊

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加拿大一開始所使用的貨幣。不過因為當時的英鎊並非為 10

進位，且當時加拿大居民與美國地區的人民比英國有更多的貿易往來，交易上非

常不方便。到了 1858 年，10進位的加拿

大幣才正式出現，沿用至今。 

加拿大與澳洲一樣，都是地廣人稀且

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所以也是以出口天

然資源的方式賺取外匯。除了是全球第三

大原油儲備國外，也是最大的農產輸出國

與礦產資源大國。且加拿大較靠近自己的

最大出口國，也是消費強國:美國。相對

澳洲的出口市場為亞洲較近。加拿大的出

口貿易就比澳洲的先天與後天條件好了

許多。所以加幣相對於美元的匯率比澳幣

高的時間，多出了許多。依此類推，加拿大經濟上依賴美國的程度就比澳洲來的

高。以上的環境也導致原物料的價格影響了加拿大的經濟景氣，加上美國是加拿

大最大的貿易夥伴，所以加國的貨幣政策就會緊盯著美國聯準會。所以長線的美

元指數與加幣兌美元的走勢非常雷同。 

歐元: 

歐洲自二戰後就希望不再有戰爭，藉由歐洲各國的各方面的合作，終究成為

一個聯盟或是國家。歐盟就從 1950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到 1957年的歐洲

經濟與原子能共同體，最後至 1992年的馬斯垂克條約，正式成立，歐元則是晚

至 1999 年誕生。 

加入歐盟基本上有一定的門檻，如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

內生產總值的 3％，負債率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 60％，通貨

膨脹率和利率接近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使用歐元，某方

面來說就是將自行發行貨幣的權力交到歐洲央行手上，未來



 

 

干預經濟的工具就沒有貨幣政策，只剩下財政政策。不過可以減少本國貨幣與歐

洲其他國家貨幣的匯兌風險，本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也不會再發生。歐盟為了推廣

歐元的使用，並沒有限定必須加入歐盟才能使用歐元。所以有許多在未加入歐盟

的歐洲國家，也使用歐元，這些使用歐元的國家就統稱為歐元區。歐盟與歐元區

成為了兩個不同的概念。 

歐元剛面世時，是以 1.18美元兌 1歐元，剛上市時，基於各歐洲經濟體步

調並不完全一致，許多人並不看好，因此曾經跌到 0.8228美元兌 1歐元的歷史

低位，不過相對美元弱勢的格局只保持了兩年，在 2002年之後，即便是歷經了

希臘歐債危機，也沒有低於 1美元過。 

由於歐元區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歐元的流通範圍也相當廣泛，加上也是許

多國家的儲備外匯之一，所以歐元的流動性相當好。歐元的匯率的波動因素，多

是自己本身的因素，如希臘債務處理問題，英國脫歐問題以及歐洲央行貨幣政

策。 

歐洲央行不像美國一樣只要考慮總體的經濟即可，還需得考慮各國經濟發展

的狀況。例如:由於德國經濟較好，通膨較其他國家高，決策者在考慮降息時，

就必須要考慮到德國的狀況，是否會引發通膨，相對的，歐元區總體經濟轉佳時，

其他發展相對較落後的地區，如希臘，義大利等，是否能承受升息的結果。導致

歐洲央行較美國聯準會決策慢半拍，是在其他經濟體中較特殊的。 

日圓: 

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為抵擋蘇聯赤化亞洲，積極扶持日本，除了直接用資金

援助日本外，在韓戰時，也利用日本就近提供軍需，使得日本在戰後用 1美元兌

360日圓的固定匯率，在韓戰與日後外銷美國市場賺取大量的美元外匯。1972

年，美國金本位制度崩潰，美元兌歐洲貨幣急速貶值，但是日本仍緊盯美元跟著

貶值，讓日本外銷的產品維持競爭力。不過 1979年開始，情勢開始轉變，由於

石油危機爆發，美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為解決通膨問題，聯準會提高基準利

率，美國相對歐洲國家的匯率，超越了實行金本位制度之前的水準，使美國的出

口受到沉重的打擊。這時日本就成了美國貿易逆差最主要的來源之一，日本佔當

時美國逆差的 40%，加上日本政府持有大量美債，為美國最大債主，日本自然會

成為美國檢討的對象。 

1985年美國找了日、德、英、法，除了要求各國實行浮動匯率，市場自由化

之外，也要求各國對美元的匯率需要上升。史稱廣場協議，日圓自此由 1美元兌

260日圓，到 1987 年的 1

美元兌 152，升值幅度達

到 42%。日圓由此開始，

走上市場完全自由化的

道路。1987 年 2月，為

防止美元貶值太快，這些

國家又在法國羅浮宮簽



 

 

訂羅浮宮協議，終止了美元的貶值。不過日圓升值並未因為羅浮宮協議而停止，

而是持續升到了 1 美元兌 120日圓。 

這波購買日圓的熱錢湧進了日本房地產與股市，造成了日本一波經濟熱潮，

也就是所謂的泡沫經濟。日本政府開始採取緊縮政策，將利率調高至 6%。除了

將經濟泡沫戳破外，也間接地加速熱錢的湧進。從 1990年到 1995 年為止，日圓

由 1美元兌 160日圓，又升值到 80日圓，升值幅度到了 50%。日圓的升值除了

使得日本產業外移空洞化外，購買的債券價值也下跌。對日本來說損失重大。 

日本因為泡沫經濟破裂後，積極的想重回復甦。由於日本不像英國天然資源

較為豐富，因此日本經濟模式為進口原物料製成商品並外銷，主要市場為海外，

對於本地內需市場較不重視，日本貿易額佔日本 GDP甚高的比例。 

商品販售，除了品質，最重要的就是價格，匯率就是所有商品的價格。日本

政府幾次想要引導日圓兌美元貶值，將利率不斷下調，使得利率水準在先進國家

中，算是相當低的。不過由於政治因素，匯率貶值的目標最後都是被美國擋了下

來，讓日本自經濟泡沫破裂後，經濟一直是無法穩健成長。而日本手中有大量的

美國債券，在美國的債權人中，可排上前 5名，加上工業技術進步，周遭國家與

本身政治穩定，雖然政府債務龐大，但是債權人都是國內投資人，債務可受控制;

不若希臘，債權人都是國外銀行。日本國力與歐美比較也不相上下。所以國際資

金碰上全球性的金融、政治、戰爭等危機時，即便日本利率為零利率，也會將日

圓當成是避險貨幣，讓日本苦不堪言。加上日本央行已無法再使利率下降，因此

對日圓的干預相較其他國家的央行能力較弱，市場的走勢常常不如日本央行預

期。 

墨西哥披索: 

墨西哥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眾所周知的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墨西哥就成

了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但自 1810年起，墨西哥當地民族就開始反抗獨立，目前

的墨西哥合眾國是 1917年成立的。墨西哥在政治穩定後，憑著豐富的天然資源，

在 1940 年到 1970 年間，經濟成長率每年以 6.27%的速度增加，且自 1994年起，

北美貿易自由協定生效，美國更成了墨西哥主要貿易夥伴，因此墨西哥是一個經

濟強盛的國家，2016 年佔全球第 12大經濟體。 

墨西哥是全球第九大黃金生產國、第一大白銀生產國，因為銀礦多伴隨鉛、

鋅、銅等其他礦產，鉛產量全球排名第五，原油產量也在全球前十五名中，是墨

西哥第一大出口商品。不過因為煉油產業不足，仍需要從國外進口汽、柴油與天

然氣。工業原料上既然非常豐富，又鄰近全球第一大工業國與貿易夥伴，各國汽

車大廠均在墨西哥設廠投資，並輸出到美國，汽車與相關零件就佔墨西哥出口總

值 18%。若油價下跌與汽車需求減緩，對墨西哥的經濟將會大受影響， 

農業方面，墨西哥是全球第六大牛

肉生產國，且是前十大牛肉出口國，主

要市場為美國。因為養牛需要飼料，飼

料原料為玉米與黃豆，雖然墨西哥是全



 

 

球第六大玉米生產國，不過墨西哥以玉米為主食，因此還需從美國進口玉米與黃

豆，也是墨西哥主要進口商品之一。 

墨西哥披索是西班牙在墨西哥發行硬幣的名稱。1994年以前，墨西哥在商品

與服務貿易上，長年以來都是貿易赤字，並靠著國外投資的金融帳來平衡國際收

支，還發行美元短期債券，來增加手上的美元，維持 3.46墨西哥披索兌 1美元

的固定匯率。不過 1994年墨西哥武裝農民暴動，執政黨候選人與總書記相繼被

刺，政局動盪不安。大批投資人將手上墨西哥披索兌換成美元，當墨西哥政府手

上的美元無法再支撐固定匯率時，1994年 12月政府只好宣布墨西哥披索貶值 15%。

由於整個南美經濟體系都類似墨西哥，宣布當日，整個南美的股匯市都崩跌。跌

勢一直持續到 1995 年上半年，為穩定整體南美經濟，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提供墨西哥鉅額貸款，整個墨西哥與南美金融危機才暫告一段落。 

事後墨西哥的貿易赤字仍是無法解決，因此墨西哥央行只好調高利率來吸引

外資。在 2000年以前，甚至有高達 30%~40%的利率。而高利率一方面控制通膨，

一方面吸引外資進入，即便是 2008年的金融海嘯，都維持了 3%~4.5%的利率。

但墨西哥披索自 1994 年以來仍舊維持貶值的趨勢，主要還是因為貿易赤字，這

根本問題沒改變，金融風暴還是有機會捲土重來，是墨西哥披索的特色。 

紐西蘭幣: 

紐西蘭當地本身就有原住民毛利人，16 世紀荷蘭人先發現這塊土地，並依據

荷蘭本土的西蘭省命名為新西蘭，中文就譯其音為紐西蘭。然而荷蘭人對紐西蘭

沒有興趣，加上許多澳洲的英國人前往紐西蘭活動，英國便在 1840 年成為了英

國的殖民地。1901 年澳洲獨立，紐西蘭也想加入，但最終在 1907 年成為英國自

治地，於 1947年正式獨立。 

與澳洲一樣，在獨立以前，紐西蘭仍舊使用英鎊，並由澳洲銀行發行，稱為

紐西蘭磅，1933年紐西蘭央行成立，紐西蘭磅與英鎊匯率脫鉤，由於英鎊與紐

西蘭磅的進位制度複雜，1967年紐西蘭央行將貨幣轉換成十進位，並改稱為紐

西蘭元(Dollar)，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紐西蘭幣。 

1967年紐西蘭幣剛發行以 1.39美元兌 1紐西蘭幣，1972年美元金本位制度

瓦解，紐西蘭央行貨幣政策不再緊盯美元，改為一籃子貨幣決定紐西蘭幣價格， 

1985年，紐西蘭央行決定放手讓市場決定匯率，由於經濟體系較小，貨幣發行

量較少，不適合當作儲備貨幣，加上許多世界區域的經濟危機，匯率曾經跌至

0.39美元兌 1紐幣，但仍是前 15交易量最大的貨幣。 

紐西蘭共有 268,021 平方公里，人口也不過 450

萬左右，與台灣相比，台灣 36,000平方公里左右，

卻有著 2100萬人口。所以紐西蘭每人可享有的天然

資源極多，相對富有，競爭意識相較亞洲薄弱，雖然

有金、銀、煤、鐵、石油、天然氣等礦藏，但環境保

護較經濟發展重要。經濟發展也就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導致經濟發展嚴重依賴貿易與農業，如主要出口產品



 

 

為農業產品，如羊毛、肉類、奶製品等，其出口值均為世界第一，平均每個人擁

有 87隻羊，形成羊比人多的情況。旅遊業發達，佔 GDP的 6%。1973 年以前，紐

西蘭主要出口國家為英國，但是自英國加入歐洲經濟體後，紐西蘭市場被歐洲瓜

分，經濟大受影響，又碰上了石油危機，使得運輸成本、進口貨物與通貨膨脹上

升。1985 年開始，紐西蘭開始放寬經濟管制，經濟開始緩步復甦。由於地理環

境特殊，澳洲取代英國原本是紐西蘭最大貿易夥伴，但是 2013年起中國大陸就

取代了澳洲，成為紐西蘭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紐西蘭也就息息相

關。 

瑞士法郎: 

瑞士當地在 5000年前就有聚落出現，主要為赫爾維蒂人，是現居法國高盧

人的一支部落，後來居住在現今瑞士北部的阿勒曼尼人，也就是日耳曼的一個部

落，也擴展到了瑞士，瑞士便成為一個複雜的區域。中世紀法蘭克王國統治了瑞

士，到了 15世紀，瑞士人向神聖羅馬帝國以戰爭手段爭取到了自治權，因為瑞

士人相當善戰，歐洲各國都希望將之納入麾下幫其作戰，瑞士不堪其擾，最後不

得不 1648 年宣布中立。自此雖然曾被拿破崙征服， 1848年仍在其他國際勢力

下爭取了獨立。瑞士因為民族、語言較為複雜，因此與美國的邦聯體制相似，所

以貨幣體制也相當混亂，因為與法國的淵源與往來

較為密切，1850年統一了各州貨幣，將法郎當作

是貨幣單位名稱，沿用至今。 

1945年，瑞士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將瑞士法

郎與美元掛鉤固定匯率。瑞士因為躲過了第一次與

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上法定要求，需與 40%的黃金

作為發行基礎，所以即便是 1972年金本位崩潰，瑞士法郎一直是被當作避險貨

幣。1990 年代，西歐經濟發展趨緩，瑞士法郎因為相對美元匯率較高，影響較

大。因此自 1995年開始逐漸引導匯率貶值。2001年 911事件發生，資金開始尋

找避風港，瑞士法郎相對美元開始升值，雖然自 2000年之後，瑞士經由全民公

投決定，減少黃金的儲備，只用 20%的黃金當作發行基礎，並緩步售出黃金。但

是瑞士法郎仍舊呈現升值至 2011年美國債務危機。瑞士央行在 2011 年 8月開始

出手，除了宣布降低利率外，並將瑞郎與歐元掛勾，訂定 1瑞士法郎對歐元上限

為 1.2，也以無限量提供外幣的方式，促使瑞士法郎下跌，從此瑞士法郎貶值至

2015年。 

2015年 1月 15 日，瑞士央行突然放棄干預機制，讓瑞士法郎自由浮動，致

使瑞士法郎當日大幅升值 30%，由於當時美國聯準會打算將 QE退場，並引導利

率上升。使得許多銀行與外匯交易商都持有瑞郎的空頭部位，並看好美元升值。

各銀行出現鉅額損失，紐西蘭外匯交易商 Excel Markets還因此破產。由此可知，

央行的貨幣政策對於市場有多麼大的影響。 

資料彙總:華南期貨分析師  林伯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