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研討三：如何吸引外國發
行人及投資人參與
亞洲債券市場
黃仁宏〡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債券部專員 譯

亞洲發展當地債券市場的過程中，外國發行人及投資人的參與提昇了金融市場之量與質。以
吸引更多外國發行人及投資人參與亞洲各國境內債券市場為目標，本場座談將針對下列三個議題
進行討論：首先，亞洲債券市場應具備哪些基礎建設以鼓勵外國機構更多的參與？第二個，亞洲
各國應採取哪些策略以增加外國貨幣及本國貨幣計價之債券市場供需？第三個，為外國機構開放
境內市場的同時，主管機關應如何回應跨境發行及投資之需求？
主持人：
李賢源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2004~2008年擔任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
與談人：
許俊仁 中國信託銀行資本市場事業總管理處總處長

Mr. Chew Sutat 新加坡交易所執行副總兼市場開發部主管
Mr. Sameen Farooqui 德意志銀行董事兼亞洲利率市場交易主管
Mr. Dilip Parameswaran 東方匯理銀行執行董事 負責亞洲債券及信用市場

李賢源教授：
今天我們安排每位與談人針對不同主題

角度來看台灣債券市場，第四位由 Mr. Dili p

Parameswaran就其亞洲的經驗進行分享，首

進行發言，第一位由許俊仁處長針對本地債券

先由許俊仁總處長來進行發言。

市場來進行介紹，第二位由Mr. Chew Sutat

許俊仁總處長：

針對新加坡的債券市場發展經驗進行分享，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過去本地市場的發

第三位由 Mr. Sameen Farooqui 以外資的

展，過去幾年國內債券市場的基礎建設已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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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非常完備，我把基礎建設分成幾類：第一

有債券的利息所得預扣稅款(withholding tax)

類為發展債券現貨市場，2000年櫃買中心建

相較亞洲其他國家算是非常高，且我國跟各國

置公債等殖成交系統，使得我國公債市場的交

簽訂租稅協定比例不高。由過去經驗來看，鼓

易明顯的成長，目前我國的公債現貨交易金額

勵投資人投資的方法也是租稅，例如減免小龍

僅次於大陸領先亞洲其他國家，另外公債的定

債收益個人所得稅來鼓勵投資人進行投資。另

期發行及流通性很高的附條件交易市場，這些

外我認為可以做的是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

都使債券的現貨市場基礎建設完備。第二類為

算，例如所有的店頭衍生性商品的交易對手都

期貨市場，台灣的債券期貨市場是在2004年

變成櫃買中心，由櫃買中心來負責集中結算，

開始的，而唯一的一種契約為 10 年期的政府

則交易商可以將交易額度空出來，使得衍生性

公債，而目前的周轉率並不是很好且未平倉口

商品的交易更為活絡。目前台灣的債券主管機

數也幾乎趨近於零。第三類為店頭衍生性商品

關過於分散，包含財政部、中央銀行、金管會

市場，目前已經有債券衍生性商品及利率衍生

及櫃買中心，由於非單一機關進行市場管理因

性商品，不過近年債券衍生性商品交易也呈現

此政策也容易呈現多頭馬車。

萎縮狀態，但利率交換交易仍依然呈成長趨

政府應該也可以考慮發行外幣計價的債

勢。最後一類為小龍債(Dragon Bonds)及國

券，過去的思維都是吸引外資來台灣發債，但

際債(Formosa Bonds)，目前該類的規模還相

其實可以逆向思考，透過發行外幣債券來吸引

當小，尤其在債券型基金規模大幅縮減後規模

國外投資人進入國內的債券市場，透過參與者

也呈現下降趨勢。主管機關在這些基礎建設上

的增加來提高市場效率，不過目前外幣計價商

都著力很深，而債券市場的基礎建設也趨於完

品的利差太小(表示不同信用品質卻沒有太多

備。

的價差，且相較於國外利差水準也太低 ) ，在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還要怎麼做呢？首先

這部分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才能吸引外國人

是要增加債券避險工具的流通性，以債券期貨

來投資台灣債券市場，而這部分的改進並不會

來說，目前的三期可交割債券其前三大持有者

有輸家反而對於金融產業是好的。

集中度高達 8 成至 9 成的比例，這使債券期貨

最後要談談台灣的人才問題，我想台灣

無法活絡，例如想要放空就非常容易被軋空。

與 OECD 國家間的金融知識差距已經逐漸縮

過去幾年債券市場的情況就是想要放空，由於

小，國內這幾年衍生性商品的複雜度已經迎頭

持券比例過於集中通常都借不到券，想要改善

趕上，相關人才的財務工程專業知識越來越

這種狀況政府必須增加債券期貨的流通性，必

好，本地人才已經有能力去設計結構很複雜的

要時政府必須擔任最後市場造市者的角色，且

衍生性商品，因此我相信本地是不缺人才的且

應該規定可交割債券或熱門債(On the Run)

品質夠好，現在我們已與對岸簽訂了MOU，

只能放在交易部位不得列為持有至到期，同時

這對於台灣金融業及金融人才是個好機會，好

限制單一投資人對於單一期熱門債券的持有比

好的去開拓大陸市場。

例。第二個部分為租稅的問題，目前外國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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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hew Sutat：

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辦法擴充潛在投資人的

新加坡希望能成為進入亞洲的門戶，所

話市場發展是有限的，對於投資人也應該給予

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多元化的產品及服務，且

更多投資的選擇，且同時給予投資人正確的教

希望能夠與亞洲鄰國一起合作，共同打造屬於

育(例如印度、印尼都發生投資人認為債券型

亞洲的世紀。亞洲經濟體的經濟規模預計於

基金是定存的替代品，但遇到金融風暴投資人

2010年已超越美國及歐洲，而亞洲的資本市

都有產生損失 ) 。另外新加坡的匯率非常穩定

場也應該要同步的成長，才能夠支應亞洲的經

同時資金流動非常自由，想要打造健全債券市

濟成長需求，我們以股票市場的市值來看，目

場一定要有好的法律制度，新加坡採用英國的

前亞洲的股票市場市值已經與歐洲或美國差不

法律制度在法律條文及租稅制度上都與國際接

多了，但就債券市場來看，歐洲的債券流通餘

軌，因此外國投資人在適應上不會有問題。

額最高、北美次之，但亞洲的卻相對很低，在

新加坡交易所在債券期貨及利率交換交

亞洲的經濟規模及股票市場都已與歐美並駕齊

易的推行上都不是非常順利，目前市場規模皆

驅同時，很明顯的亞洲債券市場偏小而仍有相

非常小，不過就是因為市場還小所以還有相當

當大的發展空間。新加坡在本地貨幣及外幣債

大的發展空間，相信只要建立好安全可靠的集

券掛牌餘額雖不是很大但呈現逐年成長，尤其

中結算機制，消弭交易對手風險的問題，市場

有很多債券雖不是在新加坡掛牌，但是卻在新

就有機會健全發展，由過去經驗來看，集保的

加坡交易，因此光看這些數字並不是很正確，

機制協助了投資人的安全也協助了新加坡交易

新加坡仍積極希望能吸引企業到新加坡進行債

所的發展。

券掛牌來擴增債券市場，不過新加坡並不像台

過去新加坡政府發行公債，一發行就被

灣債券市場交投非常活絡，在新加坡債券交易

金融機構買走然後持有到到期，未來亞洲國

都是店頭市場交易，但新加坡交易所提供債券

家所會遇到的挑戰都很接近，亞洲的企業文化

的結算交割服務。債券及店頭衍生性商品的集

就是要與銀行保持很良好的關係，大家對於資

中結算機制越來越重要，可以降低交易的對手

本市場基本上都不是非常信任，整個資本市場

風險，對於金融交易市場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不斷擴大但亞洲的債券市場卻沒什麼成長，主

因此未來新加坡應該會繼續強化結算交割的服

要是企業對於債券還不夠了解，不了解發行債

務，但是其他的周邊服務不一定要在新加坡。

券也是籌資的一種方式。另外亞洲的個人投資

單一類型的投資人很難去壯大整個市

人其投資組合的風險很奇怪，相較於 OECD

場，在新加坡有很多的外資投資機構，在過去

國家的個人投資人有很多的定存，定存比例很

三年新加坡也積極推動私人銀行業務，現在很

高，但若要冒風險一下又會跳到風險最高的股

多歐洲及瑞士的私人資金也來到新加坡，不論

票市場，很少做中間風險等級的分散投資，因

結構型商品或是傳統固定收益產品現在不只賣

此亞洲投資人應該多考慮中間風險等級的債券

給國際大型法人機構，也開始賣給一些私人客

投資，也因此在需求面上我們應該還有很大的

戶。拓展多類型的投資人對於市場的發展是

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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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債券市場的基礎建設上仍然有

避險工具，能夠讓大家更願意參與債券市場，

些不足的地方，最有趣的是新加坡政府沒有負

使流動性更充沛。另外應該開放台灣債券可以

債，新加坡政府發行公債沒有太大實質意義，

到國外清算，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就連韓

因此公債市場即使成長也不太可能成長到太

國在年底前也會開放韓國債券到國外清算。不

大，不過新加坡追求的是一個開放的資本市

斷新增投資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增投資工

場，不論是籌資或是發行有價證券，新加坡都

具可以刺激投資需求，例如德意志銀行一直跟

希望能成立一個世界性全球的市場，我們相信

主管機關爭取發行中小企業的放款證券化商

這個市場的潛力無窮，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

品，相信這樣的商品應符合國內的銀行及投資

要相互學習的，如果我們能相互學習，我相信

人的需求。

大家的市場都能越做越大。

國際債 (Formosa Bond) 已經推出三年
了，表現還不錯但還可以做的更好，我覺得這

Mr. Sameen Farooqui：
德意志銀行是第一家發行國際債券

(Formosa Bond)的銀行，而且發行的第一支
債券已經到期。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在地化，但
是我們仍然是一個外資，所以我要以一個外資
的立場來看台灣的債券市場，今天我的簡報分
成四大部分，第一個為怎樣的基礎建設是有效
的，第二個為如何吸引外資，然後是法規的部
分，最後則是人力資源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台灣的債券市場，台灣的
債券市場已經發展的很快且是亞洲第二大的債
券市場，交易非常有效率、交割制度完整且交
易資訊非常透明，在新加坡要交易債券價格
是很難找的，但在台灣卻非常簡單，政府機關
及櫃買中心對於市場提供很多協助，不論是債
券或衍生性商品的產品系列也相當多元化且完
整。我認為要把債券市場做起來，附條件交易
市場建立非常重要，不過台灣附條件融券放空
機制還有進步空間，另外債券期貨已經推行5

個平台做的很好，我給的簡單建議是應該縮短
發行的審核時程，如果發行人是外商，政府應
該給予協助採事前核准的方式，但發行的過程
發行公司的舉動應該充分於市場揭露。近年觀
察到有亞洲企業到馬來西亞或泰國發債，我想
這個趨勢會持續下去，相信未來亞洲企業到亞
洲各國發債的趨勢會不斷成長。外資現在不斷
將資金投入亞洲，這個時候很重要的是FINI或

QFII的法規不能朝令夕改，法規制度須很穩定
一致才能夠很穩定的投資。
最後我認為亞洲國家間必須交流，新加
坡到台灣交流我覺得非常好，這 6~7 年來亞
洲發展的非常快，亞洲的資本市場最後一定要
齊一、要整合，各國政府的法規規範也必須要
調和才行。在人力資源部分，德意志銀行很幸
運，在台灣員工都非常優秀，還把台灣員工派
到世界其他各國去工作，持續培養人才且給予
人才完備的工作及訓練環境，我認為台灣在這
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年但仍然不成功，在亞洲國家期貨市場做的最
成功的是韓國，期貨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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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Dilip Parameswaran：

今天我想要跟各位探討3件事情，兩個為

應使得其他企業借不到錢，如果外資進入便可

什麼 (Why) 一個做什麼 (What) 。首先，為什

以跟外國人借錢，如此資金的來源管道就更多

麼大家都要開發國內的債券市場，這到底有什

元化。此外，參與者越多流通性就越好，外資

麼好處呢？ 第二個，為什麼我們要爭取外國

進入參與市場意願這就會增加，且外資通常願

人來參與國內的債券市場，有什麼好處？最後

意承擔各種不同的風險，像台灣只有信評最好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才能夠吸引外資？

的公司能夠發行債券，如果外資能夠進來，他

我現在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不同的國

們願意承擔各樣的風險，如此不論何種信評的

家有不同的經驗，大陸由於經濟發展，債券市

公司，只要你願意支付相對應的資金成本，就

場發展的也很快，印度雖然沒有很多公司債，

能夠在債券市場上找到資金。另外，外資的參

但公債市場的交投非常熱絡，韓國不論公債、

與能促進本地的法規、交易制度及結算交割的

公司債及金融債券都發展的非常好，馬來西

健全。當然負面的影響是外資進入也就可能退

亞則是發行相當多的公司債，香港及新加坡則

出，這在股票市場上就能夠看的很清楚，不過

也都有成熟的債券市場。國內債券市場的發展

債券市場跟股票市場比較不同，債券波動度比

能夠提高效率，能讓需要籌措資金的人能夠拿

較小且有到期日，因此投資債券資金比較不會

到錢，剛剛也有提到亞洲人喜歡錢放銀行，然

如此頻繁的進出，整體來說開放外資絕對是利

後需要錢的人再跟銀行借款，但這樣透過銀行

多於弊的。

會使借款成本墊高，債券市場能夠把有錢的人

最後，我們可以採取怎樣的具體措施來

及需要錢的人直接配對起來，能夠提高市場效

吸引外資？外資其實看重的東西有 3 個，第 1

率及降低資金成本，在金融風暴時我們可以發

個是外匯的相關規定，是不是很方便將錢匯回

現銀行的資金成本很高，需要錢的人不一定借

自己的國家，因此是不是有便民的外匯管制規

的到錢，但是債券市場仍然持續成長，需要錢

定便很重要。第2個是租稅的規定，資本利得

的人仍能由債券市場借到錢，而且這也不止關

稅及預扣稅金的規定，像韓國最近取消外國人

係到資金成本而已，不論發行人或投資人都需

購買政府公債預扣稅金的規定，當然韓國會這

要不同的產品才能有效管理風險，當市場上有

樣做是因為需要更多的美元，但我認為這是正

很多不同信用的發行人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投資

確的方向，租稅規定越簡便對於外國人的吸引

人，才能夠有足夠的避險工具，才可能做好風

力就越大。最後就是，是不是有足夠的衍生性

險管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有健全的債

避險工具及信用評等機制，外國人才有辦法評

券市場，中央銀行可透過利率來執行貨幣政

估要不要來投資。

策，因此發展國內債券市場是相當重要的。
接下來，我們為什麼要吸引外國人來投
資國內債券市場？當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吸
引外資進入的好處為，例如印度政府及國營企
業發了很多債券借很多錢，這便產生排擠效

主持人表示由於時間關係僅提供一個問答機
會，聽眾請問 Mr. Chew Sutat 新加坡有伊斯
蘭債券的市場，新加坡交易所會不會擔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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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易所來搶這方面的生意？

Mr. Chew表示香港交易所當然可能會來
搶這塊生意，但香港是進入大陸市場的門戶，
而新加坡的鄰近國家如印尼及馬來西亞皆是伊
斯蘭國家，具有相對地理位置上優勢，兩個交
易所的利基市場應該不盡相同。

提醒您：投資人勿將存摺、印鑑委託營業員保
管、並勿委託營業員全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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