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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低利率與股市低迷時代的來臨，而投資債市具有低風險與獲利穩健

之優點，促使台灣債券市場在初級市場與次級市場的交易成長迅速。而

政府公債買賣進出多根據殖利率的高低，但公債殖利率的計算與影響因

子眾多。因此，本研究根據債券市場特性、債券定價理論以及債券與總

體經濟變數因果關之研究文獻，以基本面分析的角度，選擇財經領域的

十二個總體經濟指標，作為公債投資交易策略之評估因子。此外，體認

這些公債投資交易策略規則之解答空間巨大，以及債券市場呈現複雜非

線性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創新使用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 

GA）強大的搜尋與演化能力，尋找台灣公債市場選券交易策略，以及判



斷未來公債利率水準的改變方向。 本研究的實驗結果證實遺傳演算法在

債券選券交易策略運用的可行性，可提供投資人做為操作公債交易策略

參考，創造投資人更好的投資報酬率。至於在殖利率影響因子的驗證

上，在民國 89 年至 91 年期間，隔夜拆款利率、30 天商業本票利率、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及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對債券市場殖率具有領

先波動的關係。本研究創新運用 GA 在公債投資策略的研究上，為債券

市場注入新的研究方法，也為 GA 尋求新的應用領域。  

摘要

(英) 

Low interest rates and a depressed stock market point to investment advantages in 

the bond market with its low risk and steady profits. Taiwan’s bond market, in 

both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rkets, has thus seen fast growth. Government 

bond investment trading is mostly based on yield rates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of 

computing these rate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m vary as well. We study 

relationships affecting bonds based on bond market peculiarities, price theory, and 

the effects of overall economic variables. Using basic data, we choose twelve 

macro-economic indic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s bond investment policy appraisal 

factors. In addition, since interpretation of bond investment policies are broad 

while the actual bond market is complex and non-linear. Thus, we use genetic 

algorithms (GA), with its large search and evolving function, to search for an 

appropriate trading strategy for the Taiwanese bond market. Moreover, we propose 

to predict changes in future bond rates. We hope that from this experiment, we can 

discover the cause and effect between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bond 

market. Initial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at GA can be possibly used in making 

bond trading strategies. This can give investors a good reference in formulating 

bond trading policies. In summary, the current research pioneers in applying GA to 

bo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creates better investment returns for investors. This 

study to test and verify the government bond of yield rates factors affecting to 

have，offering rate, thirty days commercial paper, CPI and index of industrial, 

about the bond market yield rates ahead of relationships affecting. Its main 

contribution is to provide a new research method applied to the bond market, a 

new GA application area.  

論文

目次 

目 錄 頁次 表次 vi 圖次 ix 第 一 章 緒論 1 第 一 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 

二 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2 第 三 節 研究流程 3 第 四 節 論文架構 4 第 二 章 

文獻探討 7 第 一 節 國內債券市場的投資 7 第 二 節 債券市場的介紹 9 第 

三 節 債券定價理論 14 第 四 節 債券與總體經濟變數因果關係研究彙總 

16 第 五 節 遺傳演算法 23 第 六 節 遺傳演算法與相關研究彙總 28 第 七 

節 本章結論 32 第 三 章 研究方法 33 第 一 節 研究架構 33 第 二 節 系統

架構 36 第 三 節 參數選擇與操作性定 37 第 四 節 系統架構說明 41 第 五 

節 實驗架構 53 第 四 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55 第 一 節 系統執行環境 55 第 

二 節 實驗設計 58 第 三 節 結果與分析 60 第 五 章 投資決策綜合分析 

117 第 一 節 股價與債券趨勢分析 117 第 二 節 訓練期與測試期分析 120 

第 三 節 積極型與避險型分析 123 第 四 節 經濟指標分析 125 第 六 章 結

論與建議 129 第 一 節 結論 129 第 二 節 研究貢獻 130 第 三 節 建議與未

來研究方向 131 參考文獻 132  



參考

文獻 

中文部份 1. 王重成，臺灣地區利率領先指標之研究，中山大學財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3 年。 2. 王瑪如，股票、債券、外匯、黃金報

酬率之因果關係與經濟變數關係之研究，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論

文，民國 84 年。 3. 朱佩亭，運用遞迴式類神經網路為基礎之股票交易

決策支援系統，臺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 4. 江

琇貞，台灣公債殖利率與台股指數因果關係之實證研究，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財務管理系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5. 岑英勤，智慧型決策系統運

用於台灣股票市場技術面分析之研究，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 82 年。 6. 李安邦，以遺傳演算法為基底的模糊專家系統於投

資策略之應用，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組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7. 邱仕敏，總體經濟與財務指標於投資臺灣股市之應用，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8. 林昌亮、黃克昌，判讀財經指

標，台北：書泉出版社，2001。 9. 林怡瑩，債券殖利率差異之時間風險

貼水分析-以台灣公債為例，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10. 林冠威、蔡培倫，「台灣公債利率月模型之探討」，貨幣觀測

與信用評等第四期，1997 年，頁 66-73。 11. 林耀暄，模糊理論和基因演

算法於股市買賣點決策及資金比例配置之研究，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12. 吳振坤，類神經網路在學習臺灣股價行為上

的應用，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1 年。 13. 吳蕙如，

「利率預測與銀行準備部位操作之研究-神經網路與遺傳程式之應用」，

民國 86 年 5 月，財稅研究第二十九卷第三期，頁 121-139。 14. 周慶華，

整合基因演算法及類神經網路於現貨開盤指數之預測-以新加坡交易 所摩

根台股指數期貨為例，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15. 莊証皓，利率預測與操作策略之研究--以債券市場為例，實踐大學企

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16. 陳文華，類神經網路模型對債

券價格預測變數之敏感度分析，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90 年。 17. 陳宗益，利用總經變數掌握台股趨勢，台大會計學研究

所未出版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18. 陳怡靜，台灣地區總體經濟因素與

股票和債券，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19. 陳淑

敏，公債發行對金融市場利率的影響，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81 年。 20. 陳毓宏，台灣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間相關性之分析研

究，義守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 年。 21. 陳建福，遺傳

程式與市場擇時策略之研究：臺灣股票市場的應用，政治大學經濟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 84 年。 22. 陳德鄉，短期利率決定因素與預則之研

究，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2 年。 23. 陳隆麒，現代

財務管理：理論與應用，台北：華泰書局，民國 79 年。 24. 黃仁德、楊

忠誠，「台灣公債殖利率決定因素之探討」，政治大學學報，第 79 期，

1999 年，頁 63－98。 25. 黃証國，應用基因演算法於動態投資組合保險

中操作策略的最適化，交通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26. 

彭文俊，債券指數之建構與債券型基金績效之研究，中山大學財務管理

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84 年。 27. 路透社，債券市場入門，台北：財訊出

版社，民國 90 年。 28. 張育誠，應用類神經網路預測長短期公債殖利率

差，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29. 楊祖佑，「決策支

援系統在穀物期貨避險比率分析之應用研究」，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 30. 楊麗曄，股票、貨幣、外匯及債券市場間

之連動效果分析-台灣地區實證研，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 31. 賴宏仁，結合技術分析與類神經網路以支援股票投資決策之

研究，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4 年。 32. 劉克一，以

遺傳演算法演化類神經網路在股價預測上的應用，真理大學管理科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33. 錢善生，模糊理論與專家系統在台灣股

市之應用，臺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 34. 蕭永

一，股票交易策略鑑別系統－使用改良式遺傳演算法則，臺灣大學資訊

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 35. 蘇珍，公債殖利率、利率與股價

指數互動關係之研究，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91 年。 

英文部份 36. Allen,F.and Karjalainen, R.,（1999）,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to Find Technical Trading Rul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51,pp.245-271. 37. Alter,S., “A Taxpnomy of Decsision Support 

System.” Solan Management Review,13,1977,pp.39-56. 38. Bauer, R. J. and G. 

E. Liepins, “Genetic Algorithms and Computerized Trading Strategies,” 

Working Paper, the Business School of 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 1988. 39. 

Bauer, R. J., “Genetic Algorithms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John Wiley & 

Sons,1994,pp.103-213. 40. Berry, M. & Linoff, G., “Data ining Techniques: for 

Marketing, Sales, and Customer Support, ” John Wiley& Sons, 1997. 41. Chen, 

Roll and Ross, “ Economic Forces and Stock Market, Journalof Business,” 

1986. 42. Choi,T.Y.,Hartely,J.L, “An Exploration of Supplier Selection Pratices 

Across the Supply Chain,”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Vol.14,No.4, 

1996,pp.333-334. 43. Goldberg,D.E., Genetic Algorithms:in Search,Optim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Reading,MA:Addison-Wesley,1989. 44. Groth, Robert, 

Data Mining: Build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Prentice Hall PTR, 1999. 45. 

Holland, J. H. “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46. Jiang, Mon-fong and Tseng, Shian-shyong & Liao, 

Shan-yi, “Data Types Generalization or Data Mining Algorithms,”IEEE Tra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1999. 47. Kamijo and Tanigawa,Tanigawa T. 

and Kamijo K., ”Stock price pattern matchingsystem-dynamic programming 

neural networks approach,” IEEE New York, NY,USA ,1992. 48. Keen,P.G.W, 

“Adaptive Design for DSS.” Data Base,12,1980,pp.12-25. 49. Kimoto and 

Asakawa,Kimoto T. & Asakawa K.& Yoda M.& Takeoka M., “Stockmarket 

prediction system with modular neural networks,” IEEE New 

York,NY,USA ,1990. 50. Levitt,M.E.and Vale, S.,（1995）, “Machine Learning 

for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Nerual Networks in the Capital Markets,pp.233-

243. 51. Man,K.F.,K.S.,Tang, and S.Kwong, “Genetic Algorithm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Vol. 

43,No.5,1996,pp.519-533. 52. Margarita, S.,（1986）, “Neural 

Networks,Genetic Algorthms and Stock Trading,”Artifical Nerual 

Networks,4,pp.1763-1766. 53. Mitchell M., “An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lgorithms” ,The MIT Press,1996 Neo, T. H. and Wang, J.,（1997）“The 

Self-Evolving Logic of Financial Claim Prices,”The Third Ine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Stanford,California,U.S.A. 



54. Palmon,Oded & Jeffrey Parker,a991, “Inflation Uncertainty,Real Interest 

Rate Uncertainty,and the liquidity Premium on Government Bonds ”,The 

Financial Review,Vol.26,No.4,pp.459-477. 55. Pyle, Dorian, “Data Preparation 

for Data Mining, ”Morgan Kaufmann P ublishers, 1999. 56. Schwert, “Why 

Does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Change Over Time,”Journal of Finance, 1989. 57. 

Scott,A.,“An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lgorithms,”AI Expert, Vol.4, 

No.3,1990,pp.49-53. 58. Srinivas,M. and L.M.Patnaik, “Genetic Algorithms:A 

Survey,”IEEE Computer, June, pp.17-26,1994. 59. Tessaromatis,Nikolaos,1990, 

“Money Supply Announcements and Real Iterest Rates:Evidence form the 

U.K.Index-Linked Bond Market”,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4,pp.637-648. 

論文

頁數 
136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