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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轉型 
 

針對股東的常見問題解答 

LIBOR–概覽 

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於 1986 年正式採用，其淵源可追溯到上世紀 60 年代。它支撐著大約

300 萬億美元（2019 年 10 月，Refinitiv）的金融工具，是世界上最廣泛引用的參考利率之一。預期

LIBOR 和其他銀行同業拆款利率(IBOR)在 2021 年底之後將不再存在。 

1. 何為 LIBOR？ 

LIBOR 基於多家全球銀行提交的數據制定。每一家銀行每天須提供從另一家主要銀行獲得短期貸款的利

率，這些提交的利率將根據商定的方法計算 LIBOR。  

LIBOR 被廣泛用作金融合約（包括衍生工具、債券和貸款）的參考利率。它設有七個期限，從隔夜到

12 個月不等，每個期限有五種不同的貨幣。美元、英鎊、歐元、日圓和瑞士法郎都存在 LIBOR 利率。 

在沒有足夠的實際交易或與交易相關數據作為提交 LIBOR 的依據的情況下，相關銀行必須在某些商定

的參數範圍內，利用它們的「專家判斷」來提交數據。  

2. 為何 LIBOR 被取代？ 

銀行間拆借的顯著下降和一些備受矚目的 LIBOR 操縱案件，導致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在 2014 年建議

開發所謂的「無風險」利率(RFR)，以替代 LIBOR 和其他 IBOR。2017 年 7 月，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

(FCA)前首席執行官 Andrew Bailey 在一次演講中表示「……LIBOR 試圖衡量的基礎市場……已不再足夠

活躍。」  

在該演講中，Andrew Bailey 亦表示「我們認為，市場參與者無限期依賴沒有活躍基礎市場支撐的參考

利率，不僅不可持續，而且不可取」。他接著表示，在 2021 年底之後，FCA 將不會強迫銀行提交

LIBOR 數據，這被廣泛認為是 LIBOR 在 2021 年後將不復存在的信號。  

FCA 亦分別於 2018 年 9 月和 2020 年 2 月發佈聲明，詢問各公司脫離 LIBOR 的計劃，並提出 FCA 對

LIBOR 終結的預期，證實 LIBOR 將在 2021 年 12 月底停止運行。 

2020 年 3 月 25 日，儘管新冠肺炎疫情對金融市場產生了影響，但 FCA 表示，其核心假設(亦即企業不

能寄希望於 2021 年底之後仍然公佈 LIBOR)並未改變，這仍是所有公司需要遵循的截止日期。 

http://www.schroder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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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什麼取代 LIBOR？ 

根據 FSB 於 2014 年提出的建議，已設立行業工作小組來開發新的 RFR（亦稱為「替代參考利率」），

該利率有望取代 LIBOR 和其他 IBOR。LIBOR 有明確的退場日期，而在一些市場，IBOR 將在 2021 年

之後繼續存在。  

為 LIBOR 的五種主要貨幣選擇的新 RFR 替代利率如下：  

LIBOR 貨幣 無風險利率 

英鎊 LIBOR 經改革 SONIA（英鎊隔夜指數均值） 

美元 LIBOR SOFR（擔保隔夜融資利率） 

日圓 LIBOR TONAR（東京隔夜平均利率） 

瑞士法郎 LIBOR SARON（瑞士平均隔夜利率） 

歐元 LIBOR €STR（歐元短期利率） 

4. 施羅德脫離 LIBOR 的計劃是什麼？ 

施羅德已制定一套穩健的計劃，以有效管理 LIBOR 退場對基金投資的影響，並成立專門的團隊負責這

項任務。 

影響評估 

施羅德已經完成評估，得以確定從 LIBOR及其他一些關鍵 IBOR過渡至RFR對我們基金和業務的影響。

評估影響面涵括分析投資轉換、修改法律文件以及作業流程暨資訊系統更新等工作。 

基金的 LIBOR 曝險部位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0 年到 2021 年期間，在基金進行的投資中逐步減少 LIBOR 相關部位。除了那些參

考 LIBOR 基準的基金之外，我們的許多基金還投資於參考 LIBOR 的金融資產。取決於金融資產的類型，

在未來 18 個月內，在 LIBOR 退場前，基金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擺脫此類金融資產。一些金融資產已將

LIBOR 退場的情況納入考慮，它們的條款將自動變更為替代利率。其他金融資產將需要修改，我們的基

金將與相關各方接觸，爭取在可能的情況下達成適當的修改。基金的其他選擇是出售現有的參照 LIBOR

的資產，並購買已經使用替代利率的其他金融資產。一些金融資產可能因其條款或缺少買家而難以修改

或出售。我們正與行業工作組和監管機構討論那些難以修改或出售的資產的問題。   

  

在後 LIBOR 時代制定 RFR 的未來使用方案 

我們相信，對整個行業來說，共同制定一致的方法至關重要，而與更廣泛的行業保持步調一致終將符合

我們基金的投資者的利益。施羅德已參與金融業工作小組（如英國央行關於英鎊無風險參考利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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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並跟進 LIBOR 退場工作的進展，目的是在適當時候採取符合行業最佳慣例的措施以管理過渡

風險。  

5. 在脫離 LIBOR 方面，全球已取得哪些進展？ 

已為 LIBOR 的五種主要貨幣選擇新的 RFR 替代利率。此外，利率基準轉換亦已在全球範圍內取得良好

進展。 

ￚ 亞洲 

在整個亞洲，在脫離 LIBOR 的過渡期，基本上採用多利率方案，即現有利率與替代利率一併使用。 

ￚ 香港 

在香港，作為可能的備用利率，預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款利率(HIBOR)將繼續與經調整香港隔夜指數平均

利率(HONIA)並存。 

ￚ 印尼 

在印尼，現有的雅加達銀行同業拆款利率(JIBOR)將以 IndONIA補充，IndONIA正取代隔夜 JIBOR，成

為隔夜利率基準。此外，為更好地反映市場利率，參與行必須盡量以交易數據支撐其報價，以便增強

JIBOR。 

ￚ 新加坡 

在新加坡，現金產品參考的現有新加坡銀行同業拆款利率(SIBOR)將繼續存在，儘管在最近的過渡測試

後，預期將實施經改進的計算方法。預期新加坡隔夜平均利率(SORA)或經調整的新加坡元互換報價利

率(SOR)將成為 SOR 的備用利率。 

ￚ 澳大利亞 

在澳大利亞，澳元銀行票據互換利率(BBSW)（現有 IBOR 的修改版本）將繼續使用，並與澳大利亞銀

行同業隔夜現金利率(AONIA)（澳大利亞的新 RFR）共存。 

6. 施羅德什麼時候會停止在新業務中參照 LIBOR？ 

2020 年 3 月 25 日，FCA 確認，其核心假設（亦即企業不能寄希望於於 2021 年底之後仍然公佈 LIBOR）

並未改變，這仍是所有公司需要遵循的截止日期。施羅德承諾，將在 2020 年第三季度結束前，停止推

出基準或表現費與 LIBOR 連結的新產品。此外，我們將根據市場進展，在參照 RFR 的可行替代投資可

用的前提下，致力最遲於 2021 年底之前為我們的所有基金轉換參照 LIBOR 的投資。  

7. 投資者是否會因脫離 LIBOR 面臨風險？ 

在影響大量市場參與者和工具類型的重大監管轉變中，可能均存在著市場中斷的內在風險。  

然而市場參與者（包括施羅德）正透過採取全行業參與者所制定的措施，致力於降低 LIBOR/IBOR 退場

的影響（包括對我們基金投資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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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 LIBOR 連結的產品轉換為與 RFR 連結的產品，很可能會導致一方須向另一方支付款項，以反映基

礎參考匯率特徵的變化。雖然使用業界開發的方法（如 ISDA 為衍生工具市場開發的方法）來計算替代

參考匯率，應有助於將這種價值轉移最小化，但無法完全消除這種轉移。該款項可能會支付予基金的投

資組合，或者須由基金的投資組合支付。與轉換有關的成本需要作為基金轉換計劃的一部分納入考量。  

詞彙 

替代參考利率委員會(ARRC)—致力確保美元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向替代利率成功過渡的一

群金融業參與者。 

資產支持證券—由一系列資產支持的金融資產，例如信用卡債務、貸款。 

基準—衡量金融資產或基金表現的標準。基準在我們的基金中用於多種目的，包括用以比較

基金回報或「表現」的標準，作為基金表現的目標，並界定基金將投資的金融資產的類型及

數量。在某些情況下，它們還用於計算表現費，即如果基金的業績超過了設定的門檻，支付

給基金投資經理的費用。 

債券或票據—金融資產的一種形式，代表金融投資者（債券持有人或票據持有人）向名為

「發行人」的借款人（通常是企業或政府）發放的貸款。 

信用風險—借款人破產或無法償還貸款的風險。 

衍生工具—價值參照其他資產（如股票、債券、利率）設定的金融資產。 

衍生工具交易所—供衍生工具按若干訂明條款進行交易的有組織市場。  

備用—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概述在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或銀行同業拆款利率終止時可使

用的替代利率。 

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FCA)—英國金融服務公司的市場行為監管局。 

金融穩定委員會—一個致力於促進國際金融穩定的國際機構。 

浮息票據(FRN)—利率浮動並按規定間隔重置的票據（見上文）。 

銀行同業拆款利率(IBOR)—全球主要銀行預期能夠從其他主要銀行獲得貸款所依據的利率。

該利率通常不是基於這些銀行之間的實際貸款，而是根據這些銀行提交的數據估算。  

利率—放貸人就貸款向借款人收取的款項。 

國際互換及衍生工具協會(ISDA)—代表衍生工具市場參與者的行業協會。 

期限—代表必須償還金融資產之前的天數。 

票據—見上文的債券。 

票據持有人同意書—票據的發行人必須獲得一定比例的票據持有人的同意，方可更改票據的

條款。 

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在雙方之間簽訂且不在衍生工具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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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個人或公司持有的一系列投資。 

參考利率—用於確定其他金融資產利率的基準利率。參考利率的示例包括倫敦銀行同業拆借

利率和銀行同業拆款利率。 

無風險利率—在計算中不納入借款人信用風險的參考利率。 

無風險利率工作組(RFRWG)—英國央行和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的金融服務成員組成的小組，

負責從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轉換至其他利率的工作。 

互換(SWAP)—雙方之間的一種衍生工具，在一定期間內交換兩種金融資產的現金流或負債。 

 

重要資訊：本文件不應被視為法律或監管建議或作為法律或監管建議加以依賴。我們鼓勵所有客戶就其

法律和監管義務尋求獨立的法律建議。 

有關 LIBOR 轉換的更多資訊，請洽詢 libor.transition@schroders.com 

mailto:libor.transition@schrod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