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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融海嘯中的省思與應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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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ng the Perfect Storm
乍看之下，我們目前面臨的金融危機形成的

不僅都不受政府監督而且其交易也極不透

原因似乎頗為複雜。可是，靜下心來想想，

明。更甚者是由於兩者在槓桿原理的大量運

這一切的一切不外乎就是追求「利益」二字

作下，其交易金額都大到可以拖垮整個金融

所帶來的。史記曰：「天下熙熙，皆為利

體系。

來。天下攘攘，皆為利往。」沒錯，追求利

Sonny C. Lin, CFA
Senior Portfolio Manager

益本身並沒有錯，但「君子愛財，取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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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利益而失去理智時，危機就會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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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當一個人、一家公司、甚至一個行業
網路泡沫化後，美國經歷了一段為期不短的
低利率時代。聯準會一次次以降息來刺激經
濟，面對著越來越低的利率，投資人開始尋
求其它的投資管道來增加其投資獲利。有需
求當然也就有商品，資本市場提供了投資人
一連串以不動產價值為基準而衍生出來的固
定收益型金融商品。因為不動產價值多年來
一直不斷地上升，所以用其當擔保品在當時
看似乎甚為保險。甚至投資人為增加獲利，
以手中所握有的金融商品為擔保，經過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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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資與再投資來獲得更高的投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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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淨值不停的上升，此類槓桿原理也被運用

在那個不動產價格飛漲的年代，由於擔保品
到極限，而失去了從事任何投資行為都應該
保有的可容許誤差範圍。當不動產價值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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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零年代起，它就被金融機構有效地運用
於避險操作。避險銀行通過支付對手銀行固
定的費用, 將該公司承受的信用風險轉由對手
銀行承擔。當發生倒閉時，對手銀行須支付
避險銀行該信用風險的倒閉損失。在此前提
下，交換有兩個很重要的參考要素；一是擔
保品的品質及二是交易對手的信用評等及支
付保險金的能力。舉例來講，甲銀行擁有某
一抵押資產（如債券），但該抵押資產有違
約風險，為尋求降低風險，甲銀行定期支付
一筆「保險費」給乙銀行。雙方約定，若該
抵押資產發生信用事件，乙銀行要負責支付
抵押資產的所有倒閉損失。若無信用事件發
生，則乙銀行賺得該「保險金」。這在正常
經濟活動狀況下，交換是交易雙方很好的一
種信用避險工具。但是目前卻成為信用危機
狀況下很大的不定時炸彈。

上升甚至下跌時，這些經高槓桿操作下的金

跨國保險業鉅子「美國國際集團」(AIG)把交

融商品瞬間變成投資人手中的燙手山芋，不

換看成另一種可販賣的保險商品，憑藉著它

僅造成金融市場上的巨額損失，也因為此類

本身健全的信用評等及龐大的資產，AIG 開

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結構極為複雜，再加上對

始提供衍生性金融商品「信用違約交換」

其不同層次抵押債權價格認定上高度的不確

(credit default swaps)，為欲避險銀行的抵押資

定性也導致金融機構不願意對此類商品繼續

產提供違約保險，抵押資產標的主要則為公

提供融資或收購。

司債與不動產抵押貸款擔保證券(mortgage

金融市場上的兩個結構性變化也使得這個原
本就複雜的難題更加惡化：一是避險基金的
迅速發展，另一個是衍生性金融商品如「交

換」(swaps)被過度且無節制地使用。這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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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原本是交易雙方的一種避險形式，

backed securities)。信用違約交換發展迄今不
到十年，卻已經成為金融機構規避債務人信
用風險的最主要工具，是現今國際金融市場
上交易最廣泛的「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
(credit derivative)之一。其交易主體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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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風險保護買方」(protection buyer)，通常為銀行，與

金業者，終將也落入嚴密的法規管制。

「違約風險保護賣方」(protection seller)，在此為 AIG。銀

在此我們也要強調經濟行為絕不可能獨立於它所在的政治

行可藉由信用違約交換將風險轉嫁與 AIG，但仍保留標的

系統之外，反之，經濟行為是大政治系統中的一部分。正
資產，不會因為出售資產而破壞與貸款客戶的關係。只要 如著名美國政治風險分析公司 Stratfor 的創始人喬治‧弗
擔保品淨值不斷上升，AIG 坐收高額保費，幾乎穩賺不
裡德曼博士(Dr. George Friedman)在他的新作「經濟風暴的
賠。但是任何金融投資行為都應該有一定的限度，一但失 政治本質」("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Economic Crisis")中提
控，危機會接踵而來。由於大肆炒做衍生性金融商品，
到：「經濟並不是一個獨立的學科…而只能把它跟政治連
AIG 一家遠在大西洋彼岸原本默默無聞的子公司「AIG 金

在一起去研究，進而了解…因為經濟行為的兩大假設前提

融商品公司」(AIG Financial Products)在前幾年確實也曾意

就是人類的本質及適合的行為」("Economics is not a
興風發，營收大幅竄升，儼然變成 AIG 的聚寶盆。只可惜 freestanding discipline...It is a discipline that can only be
好景不常，二零零七年次貸風暴來襲，不動產抵押貸款擔 understood when linked to politics, ...since economics makes
保證券價值一路狂跌，AIG 金融商品公司被迫不斷追加擔

significant assumptions about both human nature and proper
保品，後因李曼兄弟的倒閉，巨額的虧損導致 AIG 信用評 behavior.")。因此我們認為，雖然社會大眾對美國政府七
等被調降，也成了壓跨駱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因為這家 千億疏困專案的看法不一，但政治力適時的介入卻是必需
位於英國倫敦，員工僅三百七十七人的不起眼子公司不顧 的。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經濟學家們也持
風險的投資行為卻拖垮了員工超過十一萬六千人、資產超 同樣的看法，諾貝爾經濟學奬得主勞倫斯‧克萊因教授
過一兆美元、營收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營業據點遍布全 (Prof. Lawrence Klein)和另一位溫蒂‧麥教授(Prof. Wendy
球一百三十幾個國家的全球最大私人保險公司，使其不得 Mak)在該校的「美國經濟與金融市場週報」("Weekly
不向聯邦準備銀行尋求救援。我們不禁要問，公司的內部 Update on the U.S. Economy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直言：
控管在那裡？政府的監督單位在那裡？
「因為缺乏具可信的政策與作為導致了市場巨大的衰退，
避險基金也被翻譯成「對沖基金」或「套利基金」，基本
上也就是利用財務工程為基礎，藉著現貨和衍生性金融商
品的同時運用進而從市場的大幅波動中牟利。此類高槓
桿、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在過去二十幾年來，從原本只
是一小群私人富豪的投資工具到被動輒可動用數十億甚至
數百億投資額的法人投資人所廣泛利用。數十年來的金融
自由化使得此類基金並沒有太多法令的束縛去約束他們從
事如此高風險且不透明的操作，近來政府數次想要對此類

也造成了宏觀經濟不必要的疲軟，或多或少這個問題也在
國際上蔓延開來。」("The lack of plausible policy action has
allowed a massive market failure that is imposing unnecessary
poor performance on the macro economy and som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contagion.")。現在是我們的民意代表，民選及
政府官員作些事的時候了。除了疏困專案，我們更應該對
那些可能傷害到整個金融體系的操作手法有所控管及要求
其透明化。

基金有所控管也皆告失敗。由於高槓桿的操作，避險基金 危機就是轉機，投資人普遍性的恐慌也給我們機會能用此
控制了數以兆計的市值，進而其一舉一動都對市場有著深 去三到五年都不太可能看到的低價位買入股票。雖然目前
切的影響，但卻也在無法可管之下，任由他們為所欲為。 金融市場是一片混亂，但是其中也不乏有基本面良好的公
雖然把避險基金妖魔化並不全然公平，但事實上他們確實 司遭受池魚之殃。股票投資是長期的，假如像我們財務規
在市場上有著顯著的優勢，甚至運用這個優勢去從事掠奪 劃所強調的：短、中期所需要的資金都已經先準備好了，
性交易策略(predatory trading strategies)進而從中獲利。美國 而只有可供長期投資的資金投資在股票中，我們更應趁此
政府執法單位及金管單位也已大規模的展開調查此類交易 機會繼續逢低買進這些績優股。雖然市場的巨幅震盪使
策略是否為刑法上的操控股價，雖然結局未知，但有一點 人緊張不安，但我們從未懷疑過我們終將走出這段低
可以確定，隨著摩根士丹利以及高盛申請轉型成商業銀

迷，而您調整好的投資組合也將在市場及經濟的復甦中
行，代表著二十多年來高槓桿操作、低法規限制的華爾街 充分獲利。
投資銀行業，已經走入終局，而同樣高槓桿操作的避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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