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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加息前景及其對亞洲資產的影響(一)
我們離美國聯邦儲備局 （聯儲局）加息還有多 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自2008年12月以來已經
遠? 美國加息對亞洲的證券市場有甚麼影響 ?
處於零下限。一些市場人士認為，零利率政策
洞察亞洲一連兩期，會為大家探討這些問題。 (ZIRP)應該一早取消。 也有人認為，低通脹率
一個連貫統一的框架，能讓我們理解促成加息 和疲弱的勞動力市場正繼續支持零利率政策。
原因，是非常有用的──不是因為我們可參與
其中，經營交易，而是因為當中的分析可以讓
我們了解到怎樣才是最佳方法，為長遠的投資
組合定位。這一期，我們會透過美國聯邦基金
利息的模型，研究加息的時機和先決條件。第
二期將提出研究框架，探究加息對亞洲證券市
場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讓我們看看為何零利率政策可以實施達六年，
並用此分析，對餘下的收益率曲線中加息的時
機和影響，作出合理推測。

聯儲局有著保持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的雙重使
命 （即是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這兩個目
標可以是互相矛盾的。以史丹福大學教授約翰
泰勒（John Taylor）命名的《泰勒規則》正式
我認為，聯儲局會避免重蹈瑞典中央銀行的
確認這種折衷，因為它牽涉到平衡聯邦基金利
覆徹，犯下他們曾犯的政策失誤。瑞典央行在 率。規則以當時的通脹率跟目標通脹率，以及
2010年加息，沒有理會當時低於預期2%的通脹 當時的失業率和充分就業水平作比較。這規則
率、愈來愈差的歐洲經濟，以及金融政策專家 為定立聯邦基金利率，提供有結構和具規範性
的反對──他們對日本對抗通縮25年一事有深 的評估。
入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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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通脹鷹派不得不絕望地採取消極利
率政策，以及宣布施行類似美國、歐洲和日本
央行早已實施的買債量化寬鬆計劃。

泰勒規則對聯邦基金的預測與實際情況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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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央行寧願選擇以經濟預測作為行動的基
礎，與當時的經濟狀況背道而行。瑞典加息是
預期會有通脹的反應，但在事後看來，即使當
時頒布零利率政策，通脹也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事。瑞典央行在2011年重返減息週期時，必須
立即逆轉政策。然而，減息來得不夠迅速，令
瑞典經濟在過去兩年飽受通縮之苦。

聯邦基金利率

基本泰勒預測 (U-3)

資料來源: 美國勞工統計局、聯儲局、MICM

增強泰勒預測 (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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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會避免重蹈瑞典中央銀行的覆徹，犯下他們曾犯的政策失誤。」

基本泰勒規則引用U-3失業率，解釋了零利率政
策在2011年11月交叉點前出現。U-3是簡要的失
業率，只計算那些100%沒有工作，也沒有積極
尋找工作的人為失業。
那麼，為甚麼聯儲局還沒有加息? 畢竟，2015年
1月的 U-3 失業率為5.7%，跟大多數人預期的勞
動力市場平衡水平差距不大 。
U-3失業率的問題是，它沒有把已放棄找工作或
尋找全職工作的兼職工人計算在內。 U-6失業數
據正好涵蓋了這範圍。 截至2015年1月，U-6 失
業率為11.3%。 當泰勒規則用上這個更廣泛失業
率定義時，表示聯儲局應是在2014年的秋天，
首次考慮加息。
聯儲局主席耶倫謹慎地對待U-6和 U-3之間的差
距。她的公開講話顯然反映了這一點。 兩者的
差距一直縮窄，但速度不足以令人擔心經濟過
熱。此外，差距的絕對水平仍處於歷史高位，
表示的貨幣政策保持寬鬆或會是更謹慎的做
法，比起冒著令勞動力市場停止復蘇的風險較
佳。
U-6失業率減去 U-3 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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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2月舉行的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
上，耶倫將近期加息的可能性減低，她當時說:
「… 勞動力參與率較大部份的預測趨勢都要
低，而工資增長依然遲緩，顯示市場仍維持週
期性疲軟。」
這觀察應該會令我們之間的通脹鷹派感到興
趣。勞動力市場疲弱的最可靠指標是工資上
漲，而聯儲局認為當中並未見危機。美國經濟
似乎朝著非通脹下滑的方式，邁向充分就業。
在後沃爾克年代，聯儲局較為傾向充分就業而
不是穩定價格。這是合理的，因為通脹屬於分
佈廣泛的輕微痛楚，而失業率則是地區性以至
個人的劇烈疼痛。聯儲局非常關注疲弱的勞
動市場，而通脹的水平和趨勢則被認為是無害
的。此外，油價暴跌帶來了通縮性的供應衝
擊，賦予美國聯儲局較高的誤差幅度，減低出
現過度寬鬆政策的可能性。
聯儲局要避免「第三軌」通縮的強烈慾望是根
深蒂固的。2008年以來，價格變化與通縮已經
足以消除對通脹的即時憂慮。「通脹主義者」
真的在等待果陀。在2014年12月最新公布的核心
個人消費支出（PCE）年度物價變化中，扣除食
物和能源後為1.3%。 個人消費支出平減 物價指
數只是0.8%。 2008年以來72個月裡有69個月，
通脹都低於目標的2%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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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威廉斯，更新「新的正常失業率是甚麼?」 (三藩市聯邦儲
備銀行，201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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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testimony/ yellen20150224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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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克: 保羅沃爾克，美國聯儲局主席， 1979–1987。

「聯儲局有著保持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的雙重使命。
但是，兩者可以是互相矛盾的。」

核心個人消費支出 (PCE) 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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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通脹溫和的背景下，聯儲局更有可能要
等到勞動力市場出現牛市才會加息。U-6 和U-3
失業率的差距仍然很大，如果聯儲局在差距縮
窄到至少5%之前就出手，實在會令人詫異。第
二個先決條件或會是通脹率在2%或以上，持續
維持一段時間。

與大眾的觀點相反，在這種環境下加息以阻
止出現預期的通脹未必是有前瞻性、溫和或保
守的做法。這可以是一個具風險以及進取的行
動，正如瑞典央行在2010年的經驗一樣。當通
脹處於低水平而且經濟疲弱時，提高政策利率
以預期會有高通脹，或會引起難以舒緩的通縮
壓力。
如果沒出現巨大的宏觀經濟亂局，例如烏克蘭
戰事或希臘脫離歐元區，聯儲局認為在2015年
是適當時候加息的可能性會增加，然而這並不
意味著一定會加息。精確地測量疲弱經濟的水
平和趨勢是相當困難的。即使數據充足，仍會
有人反對其解釋和展望。
在下一期的洞察亞洲，我們會探討加息如何影
響亞洲證券市場。
Gerald Hwang, CFA
基金經理
銘基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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