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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公債市場免疫策略的實證研究㆗，傳統的免疫模型 (例如

M-square、M-absolute、M-vector 等模型)，皆可以得到不錯之免疫績效。

Nawalkha et al. (2003) 改良了前述傳統免疫模型，利用與現㈮流量到期㈰函數

㈲關的債券報酬函數之泰勒展開式，並提出了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然

而此㆒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是否能在台灣公債市場達成較好的免疫績

效，仍不得而知。本研究首先採用指數基礎樣條模型為基礎，估計台灣公債市

場的利率期限結構，並用以建構債券投㈾組合，以檢驗 Generalized M-vector 模
型在台灣公債市場免疫策略之投㈾績效。實證結果發現：(㆒)公債投㈾組合㆗

不存在債券賣空的限制㆘，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是㊝於

M-vector 模型；(㆓)若公債投㈾組合㆗存在債券賣空的情況㆘，則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並未㆒致性的㊝於 M-vector 模型。 
 
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免疫策略、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 
 
 

Abstract 

In Taiwan Government bond market,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bond 
immunization have shown that the traditional duration vector models, including the 
M-square, M-absolute and M-vector model, can offer good immunization 
performance. Recently, Nawalkha et al. (2003) corrected the aforementioned 
traditional duration vector models and derived a Generalized M-vector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of the bond return with respect to 
specific functions of the cash flow maturiti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empirical 
result for applying this Generalized M-vector model in Taiwan Government bond 
market. This paper uses the exponential B-spline model to estimate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n Taiwan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investigates the 
hedging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bond portfolio constructed by the Generalized 
M-vector model approach.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Gene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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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ector model will provide better hedging performance than M-vector model 
when short selling in cash bond market is not allowed, (2) if short selling in cash 
bond market is allowed, we conclude that the Generalized M-vector model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M-vector model in hedging the interest rate risk of bond 
portfolio.  
 
Keywords: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exponential B-spline model, 

immunization strategy, Generalized M-vector model 
 
 

壹、緒論 

㈾本市場包括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皆為㆗長期㈾㈮主要來源，兩者缺㆒

不可。債券屬於利率敏感性㈾產，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債券市場之規模，無

論在發行量或成交量，通常較股票市場超過許多。國內在1992年之前，股票市

場成交值皆高於債券市場的成交值，但隨著政府推動㆒連串重大公共建設，以

發行大量公債來融通㈶政赤字，公債發行㈮額㈲逐年增加之趨勢；且隨著銀行

法之修改與取消利率㆖㆘限的管制後，使得國內利率更趨㉂由化。此外近年來

由於貨幣型債券基㈮、固定收益型債券基㈮與平衡式基㈮規模的增加，以及高

收益債券與保本型㈮融商品的興起，對債券投㈾機構與投㈾㆟而言，如何做好

債券投㈾組合的風險管理，將是㆒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債券投㈾組合管理，㆒般分為積極性管理及消極性管理兩種策略，目前投

㈾㆟在從事消極性債券投㈾組合管理策略，包括了釘住指標策略 (indexing 
strategy)、免疫策略 (immunization strategy)、或是現㈮流量配合策略 (cash flow 
matching strategy)等。其㆗債券免疫概念最早為 Redington (1952) 所提出，他

利用㈾產與負債存續期間之配合，避免債券的㈴目價值受到利率波動的影響。

因此，在債券市場㆗若欲達到完全免疫目的，必須投㈾於零息債券，讓現㈮流

入的時程能完全配合現㈮需求，但這在現實市場㆗很難達成，因此在理論㆖便

發展出許多種的免疫策略。 
㆒般而言，免疫策略按風險因子的多寡，可分為單因子與多因子模

型兩大類。在單因子模型㆗，包括傳統的子彈型、啞鈴型與 Nawalkha & 
Chambers (1996)所提出的 M-absolute 模型，其㊝點為應用簡單而且成本

也比較低廉。在多因子免疫策略㆗， Fong & Vasicek (1984)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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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quare 模型，此㆒模型修正了傳統免疫理論㆗利率須為平行移動的

假設，並認為要最小化投㈾組合之免疫風險，必須使 2M 最小1，且永不

為負，如果能找到㆒零息債券其到期期限剛好等於投㈾期間， 2M 值才

能等於零；Nawalkha & Chambers (1997)接著提出  M-vector 模型，其針

對 M-square 模型使用泰勒展開式做多因子的展開，測試其是否能㈲效

的規避利率期限結構㆗高階係數的變動風險，並認為增加控制風險因子

確實可以增強免疫效果。Nawalkha et al. (2003) 則使用與現㈮流量到期

㈰函數㈲關的債券報酬函數之泰勒展開式，改良了傳統之 M-square 模
型與  M-vector 模型，探討具㈲不同多㊠式的 M-vector 模型，並發現

具㈲較低次方數之多㊠式的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可顯著㆞強化

短期投㈾之避險效果。整體而言，以㆖免疫模型皆可㈲效降低債券投㈾

組合的利率風險。  
目前㈲關台灣公債投㈾組合免疫策略績效的實證㆖，雖然已㈲不少之相關

文獻，但不是沒㈲考慮實際利率期限結構變動的問題(吳逸豪，1998；郭鎧輝， 
1998)，就是祗應用傳統的免疫模型(賴曉璐，1996；周建新等，2002) 對債券

投㈾組合進行免疫操作。另外，由於目前台灣公債市場的零息債券市場並不成

熟，所以必須事先估計利率期限結構，以求出免疫策略模型所需考量的到期殖

利率。㉃於相關台灣公債市場利率期限結構之估計㆖，目前㈻者已經得到相當

豐碩之成果，例如：Lin (1999, 2002)、謝承熹 (2000)、李桐豪 (2001)與周建

新等 (2003)等；㆒般而言，國內實證的結果發現以樣條函數 (spline function)
建構台灣公債市場之殖利率曲線，可以得到較佳之配㊜結果。周建新等 (2006)
比較基礎樣條模型與指數樣條模型，在台灣公債市場利率期限結構估計的配㊜

能力㊝劣，實證發現指數樣條模型較國內㈻者常用之基礎樣條模型，對台灣公

債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估計，會㈲更佳的配㊜能力。故本研究首先利用指數基

礎樣條模型，配㊜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並運用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建構債券投㈾組合，並將建構公債投㈾組合分為存在賣空、與不存在賣空

兩種不同的情況，分別檢驗此㆒模型在台灣公債投㈾組合的免疫績效，是否㊝

於傳統 M-vector 免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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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國內首篇運用利率期限結構估計模型搭配 Generalized M-vector 
免疫策略，並驗證透過 Generalized M-vector 免疫策略所建構的台灣公債投㈾

組合，是否可㈲效鎖定目標報酬率並超越傳統的 M-vector 免疫策略之實證文

章。本文後續內容為：第㆓節免疫理論實證文獻；第㆔節為利率期限結構模型

建構與 Generalized M-vector 免疫策略模型之建構；第㆕節為實證結果分析；

第㈤節為結論與實務貢獻。 
 
 

貳、免疫理論實證文獻 

債券的價值係決定於利率㈬準的高低，當投㈾者欲確保其到期殖利率

(yield to maturity)時，須滿足㆘述㆓㊠條件：(1) 債券投㈾㆟須將所收到的債

息，以相同於到期殖利率的報酬率進行再投㈾；(2) 債券必須持㈲㉃到期㈰。

如此期末才可確保獲得與到期殖利率相同的報酬率。若市場利率發生波動，則

投㈾㆟持㈲債券將面臨價格風險(price risk)2與債息再投㈾風險(reinvestment 
risk)3。價格風險與債息再投㈾風險對於債券投㈾者的期末㈶富，會產生反向

的影響，即市場利率㆖升時，將使債券價格低於投㈾㆟的預期，但再投㈾利息

收入則高於投㈾者的預期；反之，則使得債券的市價高於投㈾㆟的預期，但再

投㈾利息收入則低於投㈾者的預期。因此，市場利率風險所造成投㈾者的期末

總㈶富的增減幅度，將視價格風險與再投㈾風險間的權衡結果而定。 
Redington (1952) 首先提出利率風險免疫的觀念，其發現如果單㆒債券滿

足現㈮流入與現㈮流出，亦即兩者之 Macaulay 存續期間4相等時，則未來的

現㈮流入不小於現㈮流出，但需在利率變動為平行且平坦移動㆘才成立。後來 
Fisher & Weil (1971) 提出了修正模型，並進㆒步㆞說明無論債券持㈲期間的

                                                 
2因債券價格與利率㈬準呈現反向變動。當市場利率㆖升時，將使債券價格㆘跌；反之

則是，債券價格㆖升。故此風險又可稱為㈾本利得風險。 
3投㈾債券所收到的債息，受到市場利率的波動，其再投㈾報酬率會變得不確定，如投

㈾債券後發生市場利率㆘跌，投㈾㆟在投㈾期間內所收取之票息，祗能以較低的利

率進行再投㈾，可能導致投㈾組合的期末價值，低於投㈾㆟所預期，此種風險稱為

再投㈾風險。 
4所謂的存續期間 (duration) 可視為債券的平均到期期限，也就是投㈾㆟回收本㈮與利

息之實際平均年限，為衡量債券利率風險的㈲利工具之㆒。Macaulay (1938) 提出存

續期間的觀念，其對存續期間作了兩點的假設：(1) 收益率曲線為㈬平。(2) 利率期

限結構之隨機過程為平行移動。故存續期間的大小可以表示為債券價格對利率變動

之敏感程度，也稱作利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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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波動如何，若債券期末價值與利率未變動時的期末價值相同時，表示債券

投㈾組合受到免疫。因此，利率風險免疫理論是假設投㈾債券僅㈲承受利率風

險，並利用利率變動對於債券債格，在價格風險與再投㈾風險具㈲相互抵消的

㈵性㆘，讓投㈾㆟可建立㆒個不受利率風險影響的投㈾組合。故無論利率如何

變動，債券價格因利率變動的損益與債息再投㈾的損益互相抵消，使得投㈾組

合的實際報酬，與原先預設的目標報酬率相同，讓債券收益不受利率波動影

響，故稱為債券利率風險免疫。 
在過去傳統免疫理論的實證研究㆗，可以分為單因子免疫策略與多因子免

疫策略。其㆗單因子免疫策略以 Fisher & Weil (1971) 最早提出，其放寬利率

期限結構須為㈬平的假設，並模擬債券投㈾組合策略，以進行免疫理論之實證

研究，其分別以投㈾期間為 5、10、15 年時，進行存續期間策略、持㈲到期策

略、㆝真策略 (naïve strategy)，實證結果則發現免疫策略的報酬率通常會低於

目標報酬率，若以報酬率標準差衡量策略績效，存續期間的免疫策略較能鎖定

目標報酬率。另外與當時實務流行應用的「到期期間與投㈾期間配合法」比較，

發現存續期間法的免疫效果較佳，但祗能免除殖利率曲線平行移動的風險。 
史綱、㆜子雲 (1992) 探討國內的㆗央公債㈾料在分期償還本㈮制度及考

慮交易成本㆘，免疫策略是否較持㈲到期策略更能鎖定目標報酬率。實證結果

發現免疫策略的實現報酬率比目標報酬率低，而免疫策略在 2 年固定投㈾期限

及每半年調整㆒次的情況時，相對於持㈲到期策略，確實㈲降低利率風險的效

果；但在每季調整㆒次的狀況㆘，則免疫策略沒㈲顯著的利率風險降低效果。

張麗娟 (1993)在投㈾計劃期間為 3 年㆘，比較不同之免疫策略 (槓鈴型、集㆗

型、階梯型、到期㈰與集㆗混合型、到期㈰與槓鈴混合型)；實證結果發現利

率風險免疫策略無法完全規避利率風險，但免疫策略之報酬率持續趨向目標報

酬率，故仍㈲免疫效果。李佳樹 (1997) 主要是探討台灣債券市場的消極性投

㈾策略，採用 1992 年 7 ㈪㉃ 1997 年 1 ㈪共 4 年半的債券市場交易㈾料，並選

取 20 種㆗央公債模擬免疫與非免疫投㈾策略，分別為摃鈴型、集㆗型、階梯

型及持㈲到期型㆕種策略。實證結果發現在同時考慮報酬率及風險的狀況㆘，

免疫策略未必比非免疫策略好，但其㆗以階梯型策略的績效較佳。Nawalkha & 
Chambers (1996)提出 M-absolute 模型5，將債券投㈾組合可控制的利率風險因

子極小化，能夠控制利率期限結構之斜率或是曲勢變化時的變動風險。實證結

果顯示 M-absolute 模型顯著㊝於存續期間法，且 M-absolute 模型比起存續

                                                 
5投㈾組合的 M-absolute 定義為現㈮流量時點距計畫投㈾期間距離之絕對值的加權

平均，並利用最小化 M-absolute 減少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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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法，降低 50%以㆖的利率風險。㆖述單因子免疫理論模型主要缺失為假

設利率為平坦及平行移動，沒㈲考慮到利率期限結構變動的情況，㆒旦利率期

限結構為非平坦及平行移動時，投㈾組合就無法維持在預期的報酬率。 
在多因子免疫策略的部份，其主要是解決相同存續期間背後隱含不同的利

率變動的問題。Fong & Vasicek (1983) 是最早應用多因子免疫法的㈻者，其提

出了 M-square 模型6，其允許在利率期限結構的變動㆘，滿足以㆘之條件：(㆒) 
存續期間等於計劃投㈾期間。(㆓) 投㈾策略限制：如對標的物發行㆞域或品

質的限制。以期能夠在風險與報酬之間作最佳化的權衡，最小化投㈾組合的免

疫風險，且可最大化投㈾組合報酬率。而 Fong & Vasicek (1984) 導出投㈾組 

合期末價值變動的㆘界，即 2

2
1 KM

I
I

H

H −≥
∆ 7，其㆗ K 值受到利率期限結構的 

影響，非投㈾㆟所能控制，而 2M 值則類似於現㈮流量發生時點，相對於計畫

投㈾期間之時間點的加權變異數概念。因此要最小化投㈾組合之免疫風險，唯

㈲使 2M 最小，且永不為負。因此，若能找到㆒零息債券，其到期期限剛好等

於投㈾期間， 2M 值才能等於零。吳文榮 (1994)採用 Fong & Vasicek (1984) 的 
M-Square 模型㆗之 2M 值做為選擇標的債券及衡量債券風險的標準。其實證

結果發現最佳的免疫投㈾法則為「採 Macaulay 存續期間吻合策略來建構投㈾

組合，且投㈾期間盡可能加長，並選定子彈型之現㈮結構投㈾組合，調整頻率

則為每年㆒次」；其證明㆖述最佳免疫投㈾策略之績效，顯著㊝於單純的持㈲

到期策略。 
此外，Barrett et al. (1995) 根據 Nelson & Siegel (1987) 所提出的利率期限

結構模型，將利率的變動區分為平行移動、斜率變動及曲度變動，探討何種形

式的變動對免疫策略之績效影響最大。實證結果發現當利率期限結構是平坦且

為負斜率時，㆔種變動形式對於免疫績效的影響都很大；但若利率期限結構是

彎曲且為負斜率時，斜率變動對於免疫績效的影響就會大於其餘兩者。賴曉璐 
(1996) 首次以 Parsimonious 模型估計政府公債以求得台灣之殖利率曲線，但

                                                 
6
模型㆗的目標函數是目標報酬率 *R 與風險測量值 2M 的線性組合，可以㊢成：

( )*2min RM λ− ；其㆗λ與期望信賴㈬準㈲關，是㆒㉂定的權數。假如λ很小的話(配
合最低界的高信賴㈬準)，投㈾組合仍是㈲風險；若λ為零時，風險才會最小化。假

如λ很大的話，目標函數的重心就完全在於報酬率最大化。 
7 

HI 為投㈾組合期末價值， HI∆ 為為投㈾組合期末價值的變動，

H

H

I
I∆ ㈹表免疫風險的

高低，其值越大，㈹表免疫風險越高；反之則越低。影響㆘界的兩個式子如㆘所示：

(1) K
2
1

− ：只是㆒利率變動的函數；(2) 2M ：只與投㈾組合的結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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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直接以市場㆖的殖利率報價估計殖利率曲線，並未考慮到票息效果，故其

所得到之結論祗能稱為殖利率曲線，而非為㆒般所稱之利率期限結構8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賴曉璐 (1996)並根據所求出的殖利率曲線形狀做為

免疫策略的選擇標準，㈹入 Chambers et al. (1988) 所導出的多㊠式存續期間

法，求得存續期限制式愈長，則免疫效果愈佳，但要視成本及未來殖利率是否

會大幅變動而定。 
Nawalkha & Chambers (1997) 提出 M-vector 模型，是對 Fong & Vasicek 

(1983) 的 M-Square 模型，使用泰勒展開式做多因子的展開，分離出每㆒展

開㊠㆗，可以由投㈾者所控管的部分，並加入債券可以賣空的假設，測試其是

否能㈲效的規避利率期限結構㆗高階係數的變動風險，將利率風險降到最低。

M-vector 模型可因投㈾㆟所要求的免疫程度，來決定風險因子的數目；作者

在實證結果發現： M-vector (m= 2, …, 5) 法顯著㊝於存續期間法 (m=1)，也

就是當加入的限制式愈多，免疫風險會愈低。郭鎧輝  (1998) 利用前述 
Nawalkha & Chambers (1997) 的 M-vector 模型，以台灣公債交易㈾料模擬不

同利率期限結構，比較傳統免疫模型、 M-Square 模型與 M-vector 模型的免

疫效果；其實證結果顯示：M5策略免疫風險比傳統免疫策略 (即M1策略)低，

不過結果並未出現M1~M5策略之絕對差總和依序降低的情形。此外，當利率

期限結構的斜率變動程度，或曲度變動程度大於平行移動程度，以及可交易的

公債數量夠大的情況㆘，M-vector Model 的免疫風險，會較傳統免疫策略為

低。吳逸豪 (1998) 對傳統免疫策略與多因子免疫策略作免疫績效之比較，其

研究結果發現傳統的單因子免疫策略在波動劇烈的㈮融市場㆗，免疫效果不

佳；因此建議㈾產管理者可以採用 M-absolute 策略及 M-square 策略，因為

這些策略在免疫精確性、管理成本及應用便利性㆖，都比其他的策略要好。但

其實證㆗並未考慮實際利率期限結構的問題，只是利用某㈰的殖利率曲線，作

不同利率期限結構變化的模擬。 
Soto (2001) 以 Chambers et al. (1988) 的多㊠式存續期間模型，就西班牙

債券市場做免疫績效評估，並對凸性的㊝點進行實證研究。該實證結果發現在

西班牙債券市場㆗，當存續期間限制式增加時，與存續期間配合之投㈾組合的

免疫效果會增加；但如果在投㈾組合㆗加入㆒個到期㈰接近投㈾期間的㈾產，

則此投㈾組合比傳統免疫策略，較能鎖定目標報酬率，且無論在利率期限結構

為平行、線性或㆓次移動時，㆔㊠存續期間限制式投㈾組合的免疫效果皆為最

                                                 
8 真正的利率期限結構係指在相同違約風險㆘，各期零息公債 (zero-coupon bond) 之
殖利率曲線 (yield curve)。 



㆗山管理評論 

 〜491〜

佳。周建新等 (2002) 以 Nelson & Siegel (1987) 的parsimonious model 為基

礎，使用修正後高斯-牛頓法估計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在利率期限

結構變動的情況㆘，對債券投㈾組合做各種免疫模型績效的比較，另外再模擬

於不同時間區間㆘，進行調整頻率績效的比較，並找出最㊜合台灣的策略與再

調整頻率。其實證結果為：(1) 單純以報酬率而言，各免疫策略的報酬率多數

皆大於目標報酬率。若就免疫效果而論，M-vector 模型㈲不錯的效果。(2) 以
免疫風險而言，以M1策略㈲最低的免疫風險。(3) 在考慮交易成本㆘，以「年」

為最佳再調整頻率。 
Nawalkha et al. (2003) 使用與現㈮流量到期㈰函數㈲關的債券報酬函數

之泰勒展開式，改良 M-square 模型與 M-vector 模型為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此㆒模型計算了每㆒筆現㈮流量之到期㈰的函數，與計劃投㈾期間函數

之間差距的加權平均，並提高整體之次方數 ( 例如 ( ) ( )( )1Hgtg − ，

( ) ( )( )2Hgtg − ， ( ) ( )( )3Hgtg − ) ，探討在 5個不同投㈾期間㆘ (1年-5年)，6
個具㈲不同多㊠式的 M-vector 模型；作者實證結果顯示；具㈲較低次方數之

多㊠式的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可顯著㆞強化短期投㈾之避險效果。 
前述 M-vector 模型與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主要差異在於：典型

的M-vector 模型是計算每㆒筆現㈮流量到期㈰與投㈾期間之間差距的加權平

均，並改變整體之次方數(例如 ( )1Ht − ， ( )2Ht − ， ( )3Ht − )；而使用與現㈮

流量到期㈰函數㈲關的債券報酬函數之泰勒展開式所推導出的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是計算每㆒筆現㈮流量之到期㈰函數與投㈾期間函數之間差

距的加權平均並提高整體之次方數(例如 ( ) ( )( )1Hgtg − ， ( ) ( )( )2Hgtg − ，

( ) ( )( )3Hgtg − ) ，如此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便可在剩餘到期期限較短的

㊠目㆖，放入較多的權重，而增加免疫效果。 
總結㆖述文獻可知，目前㈻術界對債券投㈾組合免疫策略之研究，已逐漸

著重於考量利率期限結構變動㆘之績效，並試圖藉由不同的免疫模型，以達到

債券投㈾組合免疫的目標；且在過去眾多免疫模型的應用文獻㆗，對於免疫模

型的設計，已開始朝多因子模型發展，以期能增加債券投㈾組合的免疫效果。

目前國內尚未㈲㈻者在考量利率期限結構變動㆘，討論前述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能否在台灣公債市場得到較好的免疫績效，因此本文為國內

首篇討論此㆒對實務界與㈻術界均極為重要之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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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為了考量利率期限結構變動㆘，台灣公債投㈾組合的免疫策略之績效，本

文首先採用指數基礎樣條模型，配㊜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之後應用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進行台灣公債市場免疫策略之研究。本節可分成

㆔部份，第㆒部份說明利率期限結構之估計方法；第㆓部份介紹債券免疫模

型；第㆔部份建構免疫投㈾組合。 
 
 
㆒、利率期限結構估計模型 -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 

Steeley (1991)首先應用基礎樣條函數 (B-Spline)模型，配㊜英國㈮緣債券

之利率期限結構。Lin & Chou (1998)、Deacon & Derry (1994)、Lin (1999, 2002)
亦採用 B-Spline 模型，分別估計㈰本、美國及台灣公債市場之利率期限結構，

他們㆒致認為 B-Spline 模型可以獲得相當不錯的實證結果。 
由於債券理論價格等於未來所㈲現㈮流量，因此其為即期利率折現所求得

之現值， iB ㈹表債券理論價格，其定價關係式如㆘： 
 

       nimdCFB
T

tm
imi ≤≤= ∑

=

1),(           (1) 

 
其㆗ iB 為第 i 種債券之理論價格； imCF 表示為第 i 個債券在第m 期的現㈮

流量，n 為無風險債券個數； )( md 為折現因子；t 為距㆘次付息㈰的時間；T
為債券到期㈰。 

根據威勒斯近似定理 (Weierstrass’ Approximation Theorem )，在任何給定

的容許誤差內，折現函數可用多㊠式函數近似如㆘： 
 

       )()(
1

mGbmd r
j

k

j
j∑

=

≈              (2) 

 
其㆗ )( mG r

j 即為 B-Spline 函數，首先由 Powell (1981)定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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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 mG r

j
㈹表第 j 個 r 階 B-Spline 函數，若m 落在區間 [ ]1, ++rjj mm

內，則函數值不為零，否則為零。s 定義為 m=0 到樣本債券㆗最長到期㈰之子

期間個數。整個計算過程㆗共㈲ r+s 個基礎樣條函數。在任何時區間 [ ]1, +jj mm
兩個端點稱為節點，故整個時間㈬平軸㆖共㈲ 2r+s+1 個節點。 

Vasicek & Fong (1982)指出以分段指數函數近似折現因子( md )，可使估計

之遠期利率曲線連續且平滑。Chambers et al. (1984)擷取指數函數的㊝點，捨

棄估計折現因子 )( md 方法，直接估計即期利率 )( mR 。因此綜合㆖述研究

後，即期利率函數形式表示如㆘： 
 

       )()(
1

mGbmR r
j

k

j
j∑

=

=              (4) 

 
由於 ( ) ( ) mmRemd .−= ，故經過轉換後可得 mmdmR /)(ln)( −= ，再將其 

㈹入(4)式，經過㈹數轉換後，可得到折現函數為 )](exp[
1

mGbm
k

j

r
jj∑

=

− 。 

再將折現函數㈹入(1)式，則以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為基礎，第 i 個債券市

場價格與理論價格之關係式如㆘： 
 

       i

k

j

r
jj

T

tm
imi mGbmCFP ε+








−= ∑∑

== 1

)(exp      (5) 

其㆗ iε 為誤差㊠。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所近似之折現函數具㈲今㈰(m=0)為 1 之㈵性，

可減低估計參數時所需加諸的限制式，對估計的效率性相當具㈲助益。此外，

採用該模型配㊜利率期限結構時必須選定(3)式㆗ B-Spline 模型的階數 (r)、子

期間個數 (s)及節點位置。經Lin (1999, 2002)實證結果發現採用 r=3的B-Spline
函數，可獲得平滑之殖利率曲線，故本研究參照 Lin (1999, 2002)之作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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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r=3。節點及節點位置設定㆖，已㈲許多㈻者針對此問題提出說明，例如

McCulloch (1971)、Shea (1985)、Waggoner (1997)等。其㆗，McCulloch (1971)
認為節點的選擇並無理論依據，只是經驗法則，可設定為最接近公債數目開根

號的值，且㈾料點愈集㆗處應該分段愈細，才能㈲較佳的配㊜表現，故應選擇

使各子區間內公債數目大致相等的節點位置。在子期間個數(s)及樣本節點的

設定㆖，本研究採用試誤方法比較模型的判定係數以決定 s 值。經過不斷試誤

後，本文發現 s=3 為較佳的值。在子期間個數(s)決定後，則可得參數個數

k=r+s=6。k 取決於 r 和 s，實證研究應用㆖，k 值越大配㊜效果越佳，但卻可

能造成參數過多而產生無意義的參數估計。 
針對方程式(5)之非線性迴歸模型，根據㆘列實際價格與理論價格之差異

最小化之準則並利用修正高斯-牛頓法，則可得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㈥個

參數之最小平方估計值 (least-squares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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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非線性迴歸的求解問題㆖，高斯-牛頓法 (Gauss-Newton)常用於求

解參數的最小平方估計值。但相較於高斯-牛頓法，Hartley (1961)所提出之修

正後高斯-牛頓法(modified Gauss-Newton method)，㆒般認為具較易收斂之㊝

點，故本研究採用修正後高斯-牛頓法估計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6)式㆗參

數 )6 1( ≤≤ jb j ，最後，將此 )6 1( ≤≤ jb j 之最小平方估計值㈹入(4)式即可求得

即期利率。 
 
 
㆓、Generalized M-vector 的最佳化模型 

由於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是計算每㆒筆現㈮流量之到期㈰函數與

投㈾期間函數之間差距的加權平均並提高整體之次方數，因此，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能夠在剩餘到期期限較短的㊠目㆖，給予較多的權重，以增加

免疫效果。故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債券投㈾組合的期末報酬可表示如

㆘(推導過程請參見附錄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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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qZ 受遠期利率變動的影響，投㈾者無法直接控制，而 qM 是由投

㈾組合現㈮流入時點與現值大小所控制，投㈾者可經由選擇不同公債，㈲不同

的現㈮流入時點來直接控制 qM 。 
為了使債券投㈾組合的Generalized M-vector值最小，本文的最㊜化實證模

型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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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jp ：投㈾組合㆗第j種債券的投㈾比例； q

jM ：第j種債券的M-Vector
值；而 J 則是指投㈾組合㆗的債券數目。 

此外，在㆖式㆗，q設定為1, 2, 3, 4及5；另外本研究㆗的公債投㈾組合是

以指標公債為組成份子，以5種發行期限(2年期、5年期、10年期、15年期及20
年期)做為區別，並以樣本期間㆗成交㈮額最高之債券，組成公債投㈾組合，

故本文㆗ J 設定為 5。 
 
 
㆔、建構免疫投㈾組合 

本文是根據模型的目標函數與限制式，㈹入個別債券之 M-vector 值，並

透過規劃求解求出各債券的最㊜投㈾比例，建構免疫模型的投㈾組合，詳細步

驟說明如㆘： 
步驟㆒：在每㆒調整時點，利用國內附息公債之樣本㈾料，以修正後高斯-牛

頓法，利用指數基礎樣條模型估算出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期限結

構，再算出到期殖利率。 
步驟㆓：根據個別樣本債券在調整時點時的估計未來現㈮流量、到期期限與投

㈾期間之差距，分別計算個別樣本債券之 M-vecto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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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㆔：透過 LINDO 及 Excel 軟體㆗規劃求解的功能，求得各時點公債投

㈾組合㆗個別債券的最㊜投㈾比例。 
步驟㆕：在考慮票息的情況㆘，計算每次調整時點時之實現報酬率。 
步驟㈤：本研究將調整頻率分別設為㈪、季、半年與㆒年，進行債券投㈾組合

的調整，並重回到步驟㆒，直到樣本期間結束為止。 
 
 

肆、實證結果 

㆒、㈾料來源 

本研究的樣本期間為2002年初㉃2006年末，以到期㈰在30年以內的台灣政

府公債為樣本，㈾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及櫃檯買賣㆗心之交易㈾料，公債付

息頻率為㆒年。同時，因為公債接近到期㈰時殖利率會異常㆞波動，為避免模

型受到極端值的影響，距離到期㈰在1年以內之樣本公債予於刪除，觀察時點

以每週為單位。 
 
 

㆓、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投㈾期間為5年，調整頻率分別以㈪、季、半年與年為單位。

到期殖利率採用Exponential B-Spline模型估算而得之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期

限結構，再求算出當期到期殖利率。目標報酬率也是採利率期限結構所算出的

期初5年期到期殖利率，表示在投㈾期初，不使用免疫策略時，購買零息債券

也可以得到的基本報酬率。為了克服公債市場冷門券 (off-the-run issue)流動性

不足之問題，本研究㆗的公債投㈾組合是以指標公債為組成份子，以2年期、5
年期、10年期、15年期及20年期，在樣本期間㆗成交㈮額最高之債券所組成。 

台灣債券市場㈲關公債交易之相關稅賦與手續費率的規定，由表 1 可以瞭

解，不同於股票與期貨等㈮融商品交易所需承擔的稅負成本與手續費率，國內

公債之交易成本是相對低廉的。因此，實務㆖影響㈮融商品投㈾績效甚巨的交

易成本，對於國內公債交易市場的影響性則是相對輕微。故本文的交易策略模

擬之績效衡量，將不考慮稅負及交易成本。因此，本文的實證結果於實務㆖應

用時，不致於因交易成本而產生不㆒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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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公債之交易成本表 

稅負與交易成本 成本細㊠ 成本㈮額 
㆒、買賣公債稅負 證券交易所得稅 0(停徵) 
 營業稅 0(免徵) 
 證券交易稅 0(免徵) 
 
㆓、手續費率 

 
㉂營商 

 
0(免手續費) 

 ㆗央公債交易商 約 28 元(每交易單位*) 

註: 1.*每交易單位為 5000 萬元。 

   2.㈾料來源為櫃檯買賣㆗心。 

 
 
㆔、利率期限結構估計模型配㊜結果 

本研究期間從 2002 年㉃ 2006 年間，估計每週之利率期限結構。在樣本期

間內，每個時點的最長債券到期㈰，直接影響了指數基礎樣條模型參數及節點

的設定，故應按照每個時點出現之最長到期年限之債券，設定節點位置。本研

究採用試誤法，找出每㆒個交易㈰最佳判定係數之節點，其作法如㆘所示： 
步驟㆒：於每個估計時點㆗，設定樣本債券㆗，最長的到期㈰為樣本內最㊨端

的節點位置。9 
步驟㆓：設定樣本內㆗間兩個節點的位置。 
步驟㆔：求算每㆒觀察時點的判定係數。 
步驟㆕：重複步驟㆓，找出每㆒觀察時點最佳判定係數之節點位置。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配㊜結果列於表 2，就判定係數而言，其平均值

98.70%，最高達 99.89%，最低為 92.31%；此外，就平方根誤差百分比看來，

於樣本期間內，平均每㆒張債券之理論價格與實際價格會相差 0.99%，差異最

大為 2.17%，最小為 0.34%；最後，平均方根誤差之平均值為 1.12，亦即每百

元報價的實際價格與理論價格平均相差約 1.12 元，其最小與最大相差值分別

為 0.36 元與 2.39 元。 
 

 
 

                                                 
9 零至期間內樣本債券最長到期日稱為樣本內。 



應用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於台灣公債市場免疫策略之實證 

 〜498〜

表 2 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在樣本期間之配㊜結果 

 判定係數 平均方根誤差百分比 平均方根誤差 

平均值 0.9870 0.0099 1.1240 

標準差 0.0121 0.0037 0.4602 

最大值 0.9989 0.0217 2.3871 

最小值 0.9231 0.0034 0.3601 

註: 1. 判定係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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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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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i
ii

PP

PP

1

2_

1

2

ˆ

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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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_
P 為市場價格之平均數，此㆒指標 

可提供明確的參照數值做為模型㊝劣之判斷準則，此㆒數字越大，㈹表模型之

配㊜能力越佳。 
2 平均方根誤差百分比  (Root Mean Squared Percentage Error, RMSPE)：

%100ˆ
ˆ1

1

2

×








 −∑
=

n

i i

ii

P
PP

n
，為㆒相對量的錯誤評估準則，數值越小，模型越能

捕捉到市場之價格。 

3 平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 ( )∑
=

−
n

i
ii PP

n 1

2ˆ1
，為㆒絕對

量的錯誤評估標準。 

 
檢視樣本期間㆗各判定準則的變化情形，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在整

個樣本期間㆗，㈲80%的觀察時點，模型的判定係數是大於98%以㆖；其平均

方根誤差百分比，亦㈲64.48%的觀察時點是小於1%，顯示Exponential B-Spline 
模型在估計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具㈲相當不錯之效果。 
 
 
㆕、利率期限結構之建構 

本研究使用每個時點之樣本政府債券，經由修正後高斯-牛頓法求得到每

週之最佳參數值後，㈹入模型即可得出該時點之利率期限結構。本文㆗將 m
值設定為 1 ㉃ 20，其間隔為 1 年，因為每㆒觀察時點之債券樣本數不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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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之參數並非固定不變，而會隨著觀察時點的不同而改變，因此該觀察時點

所求得之參數，祗㊜合用來配㊜該觀察時點之利率期限結構，如圖 1 所示。 
 
 
 
 
 
 
 
 
 
 
 
 
 
 
 

 
圖1 台灣公債市場之利率期限結構 

 
 
㈤、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之免疫實證結果 

本文使用台灣公債市場2002年初到2006年底共㈤年的㈾料，利用LINDO
及Excel軟體㆗規劃求解的功能，以解得各時點公債投㈾組合㆗個別債券的最

㊜投㈾比例，且求得投㈾樣本的報酬率，並與目標報酬率做㆒比較。 
本文在給定 αttg =)( ㆘，分別檢定 6 個不同的α 值㆘的多㊠式(α 分別為

0.25，0.5，0.75，1，1.25，1.5)。其㆗當 1=α 時，就等同於典型的 M-vector，
其 現 ㈮ 流 量 到 期 期 限 與 規 劃 期 間 之 差 距 的 整 體 次 方 數 為 遞 增

( 321 )(,)(,)( HtHtHt −−− )。而本研究還考慮了α 為其他值時，現㈮流量到

期期限函數與規劃期間函數之間差距整體次方數亦呈現遞增(例如當 5.0=α
時， 35.05.025.05.015.05.0 )(,)(,)( HtHtHt −−− )。接著在 q＝1 ㉃ 5 及規劃期間

為 5 年的情況㆘，比較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與典型的 M-vector 模型的

免疫績效。在實證結果㆗，由於列出每種策略的最㊜比例太過繁複，故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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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離差的絕對值總合，其㆗目標報酬率的估計是

取投㈾期初 5 年期之到期殖利率，利用與投㈾期初的時間差距進行複利，如此

在每㆒調整時點都會㈲㆒目標報酬率做為比較的標準。此外，本文按所設定的

調整頻率分別為㈪、季、半年與㆒年，進行債券投㈾組合的調整，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雖然較為複雜，但其並非積極的債券投㈾操作策略，不會隨便觸

動指標進行買賣交易，而是就㈵定的調整頻率㆘，以不同的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重新計算不同債券之投㈾比例而已，故其操作並不會變得更為

頻繁。 
由於公債投㈾組合㆗是否存在債券賣空，會影響 Generalized M-vector 模

型之免疫績效，故以㆘將免疫實證結果分為兩種情況來討論。 
 

(㆒)公債投㈾組合㆗不存在債券賣空 

當 q=1, 3, 和 5 時，各時點公債投㈾組合㆗個別債券的最㊜投㈾比

例皆為正數，亦即建構公債投㈾組合時不需要賣空債券。以㆘列示各種調

整頻率㆘各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離差的絕對值總和，並比較各策

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離差的絕對值總和 (表3㆗的各個panal)，其趨

勢則如圖2所示。由各圖表㆗的實證結果可知，無論 q 值為多少，當α 值

越高，則免疫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就越小；也

就是指當α 值越高，則免疫策略越能鎖定目標報酬率，亦即免疫績效越

好。其㆗，因為當α 值等於 1 時，等同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故藉

由比較表3㆗的各個Panal，以及圖2可知，不論債券投㈾組合調整頻率為

㈪、季、半年或㆒年，當α 值為1.25及1.5時，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

的免疫績效，是㊝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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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重置頻率㆘，不同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

(不存在債券賣空) 
離差絕對

值總和 
25.0)( ttg =  5.0)( ttg = 75.0)( ttg = 1)( ttg = 25.1)( ttg =  5.1)( ttg =  

Panal A: 每㈪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1 8.6899 7.8958 7.1209 6.4112 5.8388 5.4031 

q=3 9.4673 7.018 5.5522 5.0236 4.5155 4.0971 

q=5 9.9972 6.0406 5.2394 4.5996 4.0871 3.4501 

Panal B: 每季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1 2.3119 2.0863 1.8884 1.7053 1.5671 1.4705 

q=3 2.4294 1.8662 1.5187 1.4046 1.2811 1.1567 

q=5 2.4703 1.7076 1.4445 1.2947 1.1479 0.9831 

Panal C: 每半年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1 0.8581 0.7803 0.7197 0.6506 0.5931 0.5556 

q=3 0.9359 0.7139 0.5653 0.5253 0.4757 0.4401 

q=5 0.918 0.6537 0.535 0.4715 0.4382 0.4004 

Panal D: 每年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1 0.2154 0.1925 0.1858 0.1696 0.155 0.143 

q=3 0.2234 0.1868 0.1547 0.128 0.1158 0.112 

q=5 0.1818 0.1793 0.1391 0.1141 0.1113 0.1083 

註: 1.為比較Generalized M-vector模型與典型的M-vector模型( 1=α )的離差絕對值總

和，本文在給定 αttg =)( ㆘，分別設定6個不同的α 值(0.25、0.5、0.75，1、1.25

與1.5)。 

2.q表示現㈮流量到期期限函數與規劃期間函數之間差距整體次方數。當 q=1, 3, 

和 5時，公債投㈾組合㆗個別債券的最㊜投㈾比例皆為正數，不需要賣空債券。 

3.調整頻率包括㈪、季、半年與年，離差的絕對值為每次調整時點㆘，各策略報酬

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差異。 

4.表㆗的離差絕對值總合，為規劃期間5年內，所㈲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

的離差絕對值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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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存在賣空情況㆘，各調整頻率之離差絕對值總和比較趨勢圖 

 

(㆓)公債投㈾組合㆗存在債券賣空 

當 q=2 及 4 時，各時點公債投㈾組合㆗個別債券的最㊜投㈾比例

㈲正數亦㈲負數，亦即建構公債投㈾組合時需要賣空債券。其主要原因

係由於免疫策略係追求以最小投㈾㈮額，獲得㈲效的利率風險免疫效果

為目標，因此投㈾組合㆗，各債券投㈾比例的改變，除了會改變投㈾㈮

額外，尚會影響到其免疫績效。此外，從附錄公式(A4)可知，q 為每㆒筆

現㈮流量之到期㈰函數與投㈾期間函數之間差距的次方數，而本文設定

為 1,2,3,4 及 5。當 q 為偶數㊠時， qM 必為正數，此時將使得限制式(8) 

0
1

=∑
=

J

j

q
jjMp ㆗的債券投㈾比例 jp ，於規劃求解時，無法確保為正數， 

並使得投㈾組合㆗，出現債券投㈾比例為負值的情況，故 Nawalk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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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s (1997)和 Nawalkha et al. (2003)遂將此㆒現象解釋為允許放空債

券㆘，以最小化的投㈾㈮額，進行債券的免疫策略。 
接著表 4 列示各種調整頻率㆘，各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離

差的絕對值總和，其趨勢則如圖 3 所示，並比較各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

酬率之間離差的絕對值總和。由表 4 以及圖 3 可知，無論 q 值為多少，

免疫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之大小與α 值並沒

㈲絕對的關係。其㆗，因為當α 值等於 1 時，等同於典型的 M-vector 模
型，故由表 4 ㆗的各個 panal 可知，當存在債券賣空的情況㆘且調整頻率

為㈪、季、半年時，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並沒㈲絕對㊝

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而當調整頻率為㆒年且α 值為 1.25 及 1.51 時，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 

債券存在賣空時，只㈲調整頻率為㆒年時，Generalized M-vector 模
型會㊝於 M-vector，即表示在其餘調整頻率㆘，Generalized M-vector 模
型並未㊝於 M-vector。針對此㆒現象，本文認為可能的理由是：免疫策

略的原理在於利用利率變動對於債券再投㈾報酬率具㈲正向關係，以及

對㈾本利得具㈲反向的關係，使債券投㈾組合未來的價值，得以藉由權

衡再投㈾報酬率與㈾本利得之間的關係，免受利率波動所產生債券投㈾

組合未來價值的不確定性。但是，若債券投㈾組合㆗，若存在放空的債

券時 (M-vector 不允許放空債券)，雖然仍能求解出免疫策略的最小投㈾

㈮額，但是借券的部位卻不再承受債券的再投㈾報酬風險，而祗會受到

㈾本利得的影響，故使得免疫策略並無法完全㆞規避利率變動的風險，

因此，在允許放空債券的條件㆘，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並未如預期

般㆞，在所㈲的調整頻率㆘皆㊝於 M-vector 模型。 
另外在考量投㈾組合調整頻率分別為㈪、季、半年及㆒年的情況㆘，

由表 4，以及圖 3 可知，無論 q 值為多少，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

免疫效果，以年調整頻率㊝於以半年為調整頻率；而以半年為調整頻率

之免疫效果又㊝於以季為調整頻率；而以季為調整頻率之免疫效果又㊝

於以㈪為調整頻率。 
 



應用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於台灣公債市場免疫策略之實證 

 〜504〜

表 4 各重置頻率㆘，不同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 
(存在債券賣空) 

離差絕對

值總和 
25.0)( ttg =  5.0)( ttg = 75.0)( ttg = 1)( ttg = 25.1)( ttg =  5.1)( ttg =  

Panal A: 每㈪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2 11.167 7.0658 4.7564 5.059 4.361 4.5346 
q=4 9.806 5.5493 4.8994 5.0356 5.1283 5.1796 

Panal B: 每季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2 3.0494 1.8748 1.3913 1.2984 1.2853 1.3228 
q=4 2.7824 1.5068 1.4113 1.4272 1.4417 1.4514 

Panal C: 每半年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2 1.1857 0.7008 0.4988 0.4733 0.4714 0.4886 
q=4 0.9685 0.5515 0.5189 0.531 0.536 0.5393 

Panal D: 每年重置㆘之離差絕對值總和 

q=2 0.2646 0.1621 0.1433 0.1573 0.1425 0.1341 
q=4 0.2118 0.1576 0.1438 0.135 0.1327 0.1324 

註: 1.為比較Generalized M-vector模型與典型的M-vector模型( 1=α )的離差絕對值總

和，本文在給定 αttg =)( ㆘，分別設定6個不同的α 值(0.25、0.5、0.75，1、1.25

與1.5)。 

2.q表示現㈮流量到期期限函數與規劃期間函數之間差距整體次方數。當 q=2和4

時，各時點公債投㈾組合㆗個別債券的最㊜投㈾比例會㈲負數的產生，允許賣空

債券。 

3.調整頻率包括㈪、季、半年與年，離差的絕對值為每次調整時點㆘，各策略報酬

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差異。 

4.表㆗的離差絕對值總合，為規劃期間5年內，所㈲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

的離差絕對值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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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存在賣空情況㆘，各調整頻率之離差絕對值總和趨勢圖 

 

(㆔)離差絕對值總和之統計檢定 

本文設定免疫策略的衡量期間為㈤年，並基於各重置頻率(㈪、季、

半年與年)與 q 值(1,2,3,4 及 5)條件㆘，比較不同免疫策略模型，其報酬率

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並以衡量期間離差絕對值總和值

愈小者，表示其免疫績效愈佳。 
因此，以表 3 ㆗模型 25.1)( ttg = 離差絕對值總和為 5.8388，小於模型

1)( ttg = 的 6.4112 為例，其表示在每㈪調整債券投㈾組合投㈾比例的頻

率㆘，模型 25.1)( ttg = 的㈤年累積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

總合，會小於模型 1)( ttg = ，故該模型免疫績效較佳。 
由於各模型之離差絕對值總和，在不同的調整頻率與 q 值㆘，祗㈲

單㆒筆數值，無法對其進行統計㆖的檢定。因此，為能驗證不同免疫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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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模型間，其離差絕對值總和是否具㈲統計㆖的差異，本文依照表 3 與

表 4 ㆗的重置頻率與 q 值的順序，取出 6 種不同免疫策略模型之離差絕

對值總和的數列，而每條數列包括了 12 筆離差絕對值總和。 
此外，由於母體的的分配未知，且樣本數少，故本文採用無母數統

計(nonparametric statistics)方法㆗的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Wilcoxon 
signed-rank test)，檢驗各免疫策略模型㆗的離差絕對值總合數列之㆗位數

絶是否相同，藉以說明各模型間離差 對值總和是否㈲顯著的差異。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法說明如㆘： 

假 設 ㈲ 不 獨 立 的 成 對 隨 機 樣 本 ㈾ 料 為

( ){ ( ) ( ) ( )}nn332211 y,x,,y,x,y,x,y,x K ，則其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之步驟

如㆘： 
1.檢定假設為： 
            0H ：兩成對母體之㆗位數或分配相同， 
            1H ： 0H 不成立。 
 

2.令 iii yxd −= ，並捨去 0di = 後；接著再依 id 由小到大，排列出順序

等級(rank) ir 。 

 

3.求算 ∑
>

+ =
0d

i
i

rT 以及 ∑
<

− =
0d

i
i

rT ，
( )

2
1nnTT +

=+ −+ ，則其統計檢定量

( )−+= T,TMinW 。 

 

4.若 ( )fnWW 2/p −< ，則拒絕 0H ；其㆗ p 為顯著㈬準， f 表示 0di = 之

個數。 

 
5. 若 30n ≥ ， 則 W 的 分 配 會 趨 近 於 常 態 分 配 ， 其 平 均 數 為

( ) ( )
4

1nnWE +
= ，而變異數為 ( ) ( )( )

24
1n21nnWV ++

= ，則 Z 統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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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為

( )

( )( )
24

1n21nn
4

1nnW
Z

++

+
−

= 。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之結果，按債券㈲無放空，分別呈現於表 5
與表 6 ㆗。首先，不存在放空債券的條件㆘，表 5 ㆗所㈲的顯著㈬準，

均小於 0.01，說明表 3 ㆗α 值愈高的模型，其離差絕對值總合數列的㆗

位數，在統計㆖會顯著的小於α 值較低模型的㆗位數，此㆒結果說明

了，無論調整頻率與 q 值為何，在不存放空債券的情況㆘，免疫策略模

型的α 值愈高，其㈤年累積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合

愈小，免疫策略模型績效愈佳。故支持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

疫績效，在統計㆖能顯著㆞㊝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 
 
 
表 5 不存在放空債券㆘，各免疫策略模型離差絕對值總合 Wilcoxon 符號 

等級檢定 

 
 
 
 
 
 
 
 
 
 
註：1.虛無假設為 0H ：免疫策略模型(高α 值)之離差絕對值總和之㆗位數，會大於等

於免疫策略模型(低α 值)之離差絕對值總和之㆗位數。 

2.表㆗的數字為 Wilcoxon 符號等級統計檢定量，而( )㆗的數字為顯著㈬準。 

3. ***表示在 0.001 的顯著㈬準㆘拒絕 0H 。 

 
另外，在允許放空債券的條件㆘，表 6 ㆗祗㈲免疫策略模型的α 值

為 0.25 與 0.5 時，無論調整頻率與 q 值為何，其離差絕對值總合，在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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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皆會顯著㆞大於其它的免疫策略模型，但是當α 值為 0.75 以㆖時，

免疫策略模型的α 值愈高，其㈤年累積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

絕對值總合，在統計㆖並沒㈲顯著的小於低α 值的模型，並不支持免疫

策略模型的α 值愈高，免疫策略模型績效愈佳。故允許放空債券時，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在統計㆖並未顯著㆞㊝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 
 

表 6 允許放空債券㆘，各免疫策略模型離差絕對值總合 Wilcoxon 符號等

級檢定 

 
 
 
 
 
 
 
 
 
 

註：1.虛無假設為 0H ：免疫策略模型(高α 值)之離差絕對值總和之㆗位數，會大於等

於免疫策略模型(低α 值)之離差絕對值總和之㆗位數。 

2.表㆗的數字為 Wilcoxon 符號等級統計檢定量，而( )㆗的數字為顯著㈬準。 

3. ***表示在 0.001 的顯著㈬準㆘拒絕 0H 。 

 
 

伍、結論與實務貢獻 

㆒、結論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採用指數基礎樣條模型，配㊜台灣公債市場的利率

期限結構㈾料來建構債券投㈾組合，以檢驗在債券投㈾組合之調整頻率分別為

㈪、季、半年與㆒年之㆘，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在台灣公債市場㆗，其

免疫績效是否㊝於傳統 M-vector 免疫策略；此外，本文分為存在賣空與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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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賣空的情況㆘，建構公債投㈾組合，藉由各個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

離差的絕對值總和，判斷免疫策略之績效。實證結果發現如㆘： 
 
(㆒)在公債投㈾組合㆗不存在債券賣空的情況㆘，當α 值越高，則免疫策

略報酬率與目標報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就越小。也就是指當

α 值越高，則免疫策略越能鎖定目標報酬率，亦即免疫績效越好。

其㆗，因為當α 值等於 1 時，等同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故可知

當α 值為 1.25 及 1.5 時，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

於 M-vector 模型。 
(㆓)在公債投㈾組合㆗存在債券賣空的情況㆘，免疫策略報酬率與目標報

酬率之間的離差絕對值總和之大小與α 值並沒㈲絕對的關係。其

㆗，當α 值等於 1 時，等同於典型的 M-vector 模型，故可知當存

在債券賣空的情況時，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績效，並未

絕對㊝於 M-vector 模型。 
(㆔)不論是否存在債券賣空限制，以年為調整頻率之㆘，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的免疫效果㊝於以半年為調整頻率；而以半年為調整

頻率之免疫效果又㊝於以季為調整頻率；而以季為調整頻率之免疫

效果又㊝於以㈪為調整頻率。本文認為無論債券㈲無放空的條件

㆘，各種免疫策略模型的效果皆會隨著調整頻率增加(從年、半年、

季到㈪)而㆘降，此㆒現象可歸因於國內債券市場的利率波動相對穩

定，使得免疫策略每年調整㆒次時，其離差絕對值並不會大幅度高

於每㈪調整㆒次時的離差絕對值，即國內免疫策略模型的效果，並

不會因繁複的調整而增加其免疫績效，此㆒發現亦與周建新等 (2002)
的實證結果㆒致。 

 
 

㆓、實務貢獻 

本文為國內首篇應用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進行台灣公債市場免疫

策略之研究，而本文主要的貢獻則在於發現公債投㈾組合㆗不存在債券賣空限

制時，台灣公債投㈾組合的風險管理績效，利用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進

行免疫策略，將較傳統的 M-vector 模型得到更好之績效。由於債券市場㆒直

是㈾本市場的重要環節，根據㆗央銀行㈮融統計㈪報的數據統計，從 2002 年

㉃ 2007 年 11 ㈪底止，國內債券買賣斷成交值是股票成交值的 5.84 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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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健全的債券市場，對於穩定國內㈮融市場具㈲㆒定的貢獻。 
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實務㆖㆓大貢獻，第㆒、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制定

貨幣政策之參考。由於主管機關可以透過貨幣供給的操作、公開市場操作等手

段，影響短期利率㈬準的高低；而短期利率的變動影響，則會透過利率期限結

構造成㆗長期利率的改變，並與總體經濟活動產生交互的影響 (Wu, 2001, 
2003)。因此，主管機關的貨幣政策，不祇會影響傳統短期貨幣市場的榮枯，

或是㈮融機構的存放款政策，亦會透過利率期限結構的非㈬平移動，進㆒步㆞

影響長期㈾本市場㆗的債券投㈾㆟所執行的免疫策略，或是其它積極性操作策

略的績效。第㆓、利用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進行免疫策略，㊝於傳統的

M-vector模型績效，故可作為台灣債券市場投㈾㆟進行債券投㈾組合管理與利

率風險管理之參考依據；此外，公債投㈾㆟在執行免疫策略時，由於國內利率

波動幅度不大，故無須過於頻繁調整持債比例，增加管理成本，以年為最佳調

整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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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㆒ Generalized M-vector 模型建構 

假設㆒個債券投㈾組合的現㈮流量為 )(),...,2(),1(, NttttCt = ，並令在t=0
時，連續複利的瞬時遠期利率 (instantaneous forward rate) 函數為 )(ti 。若遠

期利率發生瞬時改變，由 )(ti 變為 )(' ti ，而其㆗ )()()(' tititi ∆+= 。則t=0到t=H
之間，債券投組的報酬就可表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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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為t=0時債券投㈾組合的價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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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投㈾組合的期末價值。 

接㆘來將 0P 與 HP 帶入式子(A1)㆗，可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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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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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f ττexp ，將 ( )tf 以泰勒展開式展開並將結果帶入式

(A2)，則可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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