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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灣債券市場近年來有長足的進步，觀察其原因主要為疲弱的經濟情勢

及主管機關態度開放，而各項金融商品的推出也讓市場更加蓬勃，亦直

接誘發了對零息債券相關商品的需求。台灣零息債券市場尚處萌芽期，

但發展該商品的客觀環境已經形成，本研究便從認識台灣債券市場出

發，探討零息債券及債券分割的定義、演進、投資特性及風險，整理與

零息債券特性相關的商品，並模擬公債分割的流程，及探討公司債或金

融債進行分割的可行性，並探討在台灣債券市場發展零息債券及債券分

割可能面臨的問題，俾作為未來推廣相關業務者的參考。 綜合本文所得

之研究結論如下: 一、 台灣債券市場發展已臻成熟，零息債券及債券分



割的推出可滿足市場的需求，而除公債外，公司債、金融債等其他債券

發行的質與量均可支持零息債券及債券分割的推廣。 二、 零息票債券

或分割債券可以滿足投資人的投資需求，使得投資人能藉由零息票債券

的特性去進行投資組合策略的應用，達到增加報酬或減低風險的特定目

標。 三、 在零息債券分割與重組的過程中，可吸引套利者進入，讓市

場更有效率，而參與者愈多，愈能降低發行人的融資成本。 四、 目前

台灣固定收益市場中雖沒有零息債券存在，但有許多金融工具，可提供

接近零息債券的功能。而透過適當的調整，亦可模擬出直接進行債券分

割或以債券擔保發行零息債券憑證的流程。  

摘要

(英) 

Taiwan Bond Marke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mainly due to weak 

economy situation and open attitude of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Besides, 

appearance of various financial products made market flourishing and leads to the 

demand of zero-coupon bond and related products.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of 

developing zero-coupon bond has already been created although it is still in seed 

phase. This research, which starts from introduce of Taiwan bond market,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s, evolution,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s of zero-

coupon bond and stripped bond, summarizes the products rel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ero-coupon bond,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stripped public bond, 

and discusses the stripping possibility of company bond and financial bond. This 

thesis also discusses possible questions of developing zero-coupon bond and 

stripped bonds in Taiwan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products. Summarizing this research,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coupon bond and stripped bond can satisfy the demand of market.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ssuing company bond, financial bond, and other bonds (except 

government bond) ca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zero-coupon bond and stripped 

bond. 2. Zero-coupon bond and stripped bond can satisfy the demand of investors. 

Investors may apply the strategy of investment portfolio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ero-coupon bond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increasing profit and reducing risk. 3. 

Arbitrager can be attracted into the marke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ripping and 

recombine of zero-coupon bond, which makes the market more efficient. The 

more participators, the lower financing cost of issuers. 4. Although the zero-

coupon bond doesn’t exist in current fixed income market, a lot of financial 

tools may provide almost all functions of zero-coupon bond. From proper 

adjustment, we may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issuing zero-coupon bond via 

stripping bond or guarantee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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