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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政府針對國內債券市場進行了許多項制度面的改

革。發行面包括：建立中央政府公債增額發行機制，建立中央政府公債

電子投標系統，以及建立市場主要公債交易商制度。另外，在交易面包

括：櫃臺買賣中心建置了中央政府公債電腦等殖成交系統，成立了公債

期貨市場，建立債券借券機制，以及債券遠期交易。除了提高債券市場



的效率及透明度之外，並期望能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 本研究除了回顧

有關債券市場的歷史背景外，主要是分析實際上的債券交易過程及債券

交易策略之風險報酬及績效等，並利用到統計學上的標準差及績效評比

常用的 Sharpe 值；除了研究指標公債所有成交殖利率之全部樣本區間

外，並將交易區間分為景氣向上、景氣盤整、景氣向下等各種不同的區

間，及在考量風險的情況下期能找出最合適的交易策略，及最佳的績

效。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任何區間皆有最佳的績效，且在景氣盤整區

間時最為明顯；而除了在景氣向下區間有稍佳的績效之外，其它區間的

績效並不特別顯著；而無論在任何區間皆表現出最差的績效，且在全部

樣本區間、景氣向上及景氣盤整區間時，出現負的績效最為明顯。  

摘要

(英) 

Abstract： Recently, Taiwan government has made many systematic reforms of 

the domestic bond market. Reforms in issuing side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increment issuing, of the e-transac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bond, 

and of the system of primary dealers. Additionally, reforms in transaction side by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Electric Bond Trading 

System”of government bond , the market of “Bond Futures”, the mechanism 

of “Bond Lending and Borrowing System”, and the transaction of “Bond 

Forwards”. The changes not only raise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but also 

enhance liquidity and participation to keep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 We first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bond market. Then, we analyze the 

process of bond transaction and the risk premium and performance of the bond 

trading strategy by us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Sharpe value commonly used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the overall sample interval 

of all the yield of index government bond, we divide the transaction time intervals 

into three categories: boom, dull and recession and find the most appropriate 

strategy and optimal performance when putting risk into considerat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ategy of “Self-Financing Trading” performs the best in all 

interval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the interval of dull. However, the strategy of 

“Margin Trading” does not perform significantly better except in the interval of 

recession. Moreover, the strategy of “Buy and Hold” has the worst effects in all 

intervals and shows worse performance in the interval of all samples, of boom, and 

of d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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