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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的時代正在改變
聯博固定收益投資長暨團隊主管

未來幾年，美國利率水準上升比下降的機率來得高，但是沒有人能確定利
率走勢將會如何。固定收益投資人究竟該如何佈局債券投資部位？

過去 年，利率持續下降，帶動債券強勁表現。

如今，債券市場價格低廉的投資標的再也不多
了。市場預期，今年美國即將調高官方短期利
率，到 年底官方利率最高上看 。未來，
升息的速度將會「又緩、又慢」。

聯準會啟動利率正常化的過程中，我們預期將
出現些許波動性。債券－尤其是高評等債券－
表現可能會相當平緩。然而，我們認為這不代
表債市將重現 年與 年的龐大賣壓。

事實上，利率上升並非全然不利於債券投資人。
回顧 年，當時投資人擔心債券市場將爆發

賣壓，最後核心債券投資組合卻締造穩健表現。
然而，現在我們還需因應新的風險。企業債券
市場流動性下降，因此在市場面臨挑戰之際，
交易活動便容易停滯。

管理「流動性風險」的需求與日俱增，但是伴
隨市場挑戰而來的投資機會也隨之增加。對於
投資組合的建構與管理而言，我們必須強化投
資組合的交易能力，採取更具彈性、更多元的
投資策略，並將流動性高低起伏的情境，納入
風險報酬的分析之中。

因此，投資人該如何調整投資組合，因應債券
市場的變化？

佈局全球。美國不是唯一的債券市場：美國的
經濟與利率週期無法完全左右其他國家。然而，
經濟與利率週期的型態將隨著時間改變，因此
我們認為在投資組合中納入部分全球債券，不
僅可分散利率風險，亦可透過擇優汰劣，掌握
強化報酬的機會。然而，持有各國不同的貨幣
曝險部位，將提高債券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因
此我們認為採取匯率避險措施才是明智之舉。

分散配置。回顧過去，投資信用資產向來有助
於緩衝升息的影響。一般而言，經濟強勁成長
乃是利率上升的原因，且經濟表現強勁代表發
債企業身處更好的經營環境。然而，部分信用
資產的價格過高，且信用市場也不時出現流動
性乾涸的現象。我們認為分散配置不同評等之
信用資產，才是最好的作法，此舉不僅可改善
分散配置的效果，且只要稍加慎選投資標的，
便可掌握具吸引力的收益契機。

彈性靈活。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的債券投資策
略將不受傳統債券參考指數限制。此類固定收
益投資策略可在市場流動性低落之際，更靈活
地掌握投資機會，並具備足夠的彈性，動態平
衡不同的債券投資風險。



年，市場陷入不必要的升息恐慌，在場外觀望的債券投資人因此錯失報

酬優渥的一年。我們認為升息可望帶來投資機會，締造更多的收益潛力，同

時在長天期殖利率遠高於短天期利率的情況下，「滾動」亦可望挹注報酬表

現。

年
全球債市報酬率

政府公債 企業債券 高收益企業債券 新興市場債券

過往績效不保證未來結果。
統計截至 年 月 日。

政府公債以巴克萊資本全球國庫券指數為代表。企業債券以巴克萊資本全球企業債券指數為代表。高收益企業債券以巴克萊資本
全球高收益債券指數為代表。新興市場債券以巴克萊資本新興市場綜合債券指數（美元）為代表。投資人無法直接投資指數，且
指數報酬不代表任何聯博基金之績效表現。指數未經管理，因此報酬未反映主動式基金管理之相關費用與支出。
資料來源：巴克萊資本、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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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息 讓人一等再等
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總監

年，那些擔心升息的債券投資人可能錯失了報酬優渥的
一年。總有一天，利率終將會上升，我們認為這沒什麼值得
害怕的。

年末， 年期美國國庫券殖利率上升至 ，讓那些擔心債市泡沫面臨破
滅邊緣的投資人宛如驚弓之鳥。市場預測家們紛紛鼓吹投資人棄守債券市場。
接著，開始等待。那些減碼配置債券、一路等待到 年的投資人，最後大多
兩手空空，同時間核心債券投資人卻獲取令人稱羨的 報酬率 。

毋須害怕且還有獲利空間

我們在 年學到的寶貴經驗就是對債券及升息毋須過度驚慌。投資人只要能

夠審慎配置固定收益投資組合，最終有機會獲取不錯的表現，即便在殖利率上
升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對大部分的投資人而言，尤其是那些需要收益的投資人，無論是政策利率或債
券殖利率上升，其實不見得是壞事，因為較高的殖利率價值將慢慢浮現，這也
是投資人在固定收益市場中的獲利關鍵。債券投資組合受到新聞影響的程度，
其實並不至於像新聞報導般令人擔心。況且即便利率上升，長期而言投資人仍
將獲取正報酬表現。

利率上升還能帶來其他的優點。陡峭的殖利率曲線－亦即長天期殖利率明顯高
於短天期利率－可創造「滾動報酬」，進而緩衝利率上升與債券價格下降的影
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越接近到期日，債券價格通常會上升，帶來
「滾動報酬」。

只要投資組合的存續期（利率敏感度，以年作為表示單位）比投資時間來得短，
利率上升將隨著時間強化整體報酬表現。倘若利率上升的幅度低於市場預期，
此時債券投資人更能受惠其中。

等待，是值得的嗎？

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我們建議投資人不要緊盯每天的價格起伏，等待利率上
升。這麼做只是見樹不見林。堅持長期資產配置目標才是關鍵。我們不曉得利
率何時會上升，也不曉得利率上升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就算利率真的開始上
升，也不見得是件壞事。

截至 年 月 日，年初迄今巴克萊資本美國綜合債券指數上漲 。



佈局全球 避開匯率風險
全球債券投資總監、特許財務分析師

我們認為現在正是投資人調整核心債券配置，採取全球投資策略的好時機。貨幣
避險策略將有助於降低不必要的匯率風險。

美國債券投資人的本土偏見通常很強烈，對於國
內債券的喜好程度高於海外債券。這種情況大多
發生在核心債券投資組合。核心債券投資組合配
置聚焦投資級債券，並持有相當比重之政府公債，
藉此實現投資穩定性與收益。 

  

然而，我們的研究顯示全球債券的報酬與美國債
券不相上下，且波動性更低。此外，佈局全球有
助於投資人分散利率與經濟風險，這種特性在眼
前尤其重要，因為無論是景氣循環、經濟成長率、
貨幣政策、或是殖利率曲線，世界各國走勢相當
分歧。 

  

一般而言，債券具備兩大報酬來源：收益（來自
票息）以及價格變動（資本利得或利損）。大多
數的債券以收益為主要報酬來源，且收益水準相
當穩定。價格增減對於報酬的影響程度較小，因
為債券不同於股票，上檔空間有限，到期後能拿
回等同於面額的本金。 

  

然而，佈局全球債券還有第三種報酬來源：貨幣
投資部位。許多投資人決定保留貨幣投資部位，
希望藉此提振長期報酬表現。此外，投資人認為
結合多種報酬來源－收益、資本增值、與匯率，
有助於降低整體風險。部分投資人甚至認為降低
或去除匯率風險的避險成本過於昂貴。 

  

然而，以上沒有一個說法是正確的。 

 

貨幣避險可以做得有效且成本低廉。長期而言，
避險與未避險的債券投資組合表現幾乎不相上下。
1994年至2014年間，以巴克萊資本全球綜合債券
指數為代表之美元避險全球債券投資組合，年化
報酬率為6.3%，同時間未經避險之全球債券投資
組合，年化報酬率為5.7%。 

 

 

但令人意外的是，貨幣投資部位無法降低整體投
資組合的波動性。同樣是全球債券投資組合，採
取貨幣避險策略的波動低於未經避險之投資組合，
且受惠於各國不同的經濟週期，幅度甚至低於美
國債券。因此，過去10年貨幣投資部位不僅無助
於未避險之全球債券投資組合的報酬表現，且整
體波動性有高達五分之三來自貨幣投資部位。 

  

貨幣本身的風險大約是固定收益資產的兩倍。在
某些全球債券投資策略之中，伺機承擔貨幣風險
有其道理可循，但對於將債券視為核心資產、想
藉此提升投資穩定性的投資人而言，採貨幣避險
之全球債券投資組合才是最佳選擇。 

  

此外，倘若美國債券表現下挫，此時全球債券投
資策略便可發揮防禦特性。回顧1994年至2014年
的季度報酬表現，每當巴克萊資本美國綜合債券
指數締造正報酬，平均的報酬率為5.8%。同期間，
巴克萊資本美國綜合債券指數（避險）的表現幾
乎相同，相對掌握95%的漲幅。我們稱之為上漲
獲取比率(Upside Capture)，衡量當市場上漲時，
投資組合相對於大盤的報酬率表現。 

  

然而，「下跌防禦」特性則是截然不同。每當巴
克萊資本美國綜合債券指數表現為負時，儘管巴
克萊資本美國綜合債券指數（避險）也無法置身
事外，但下跌幅度卻只有前者的67%。換句話說，
經避險的全球債券投資策略擁有近似巴克萊資本
美國綜合債券指數的報酬，但下跌風險只有該指
數的三分之二。 

  

這些年來，投資人將重心自美國轉向其他利率上
升幅度更緩慢、甚至是利率下降的國家，以達到
保本的目的。這種作法或許值得投入參考，尤其
當聯準會一如預期地在今年成為第一個升息的已
開發國家央行。因此，我們認為現在正是佈局全
球的好時機。 



過往分析不保證未來結果。
統計截至 年 月 日。

全球債券（未避險）依據巴克萊資本全球綜合債券指數（美元，未避險）為代表。美國債券依據巴克萊資本美國綜合債券
指數為代表。全球債券（避險）依據巴克萊資本全球綜合債券指數（美元，避險）為代表。投資人無法直接投資指數，且
指數報酬不代表任何聯博基金之績效表現。指數未經管理，因此報酬未反映主動式基金管理之相關費用與支出。
資料來源：巴克萊資本、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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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後之全球債券投資策略向來擁有較佳的風險調整後報酬
截至 年 月 日為止之過去三年表現

全球債券投資策略（未避險）

美國債券投資策略

全球債券投資策略（避險）



打破高收益投資的疆界
高收益債券投資總監，特許財務分析師

許多投資人想要用新的方式創造更多收益。我們認為一頭栽入風險較高的信用資
產並非解決之道。相反地，投資人應思考跳脫傳統的投資界線－無論是地理疆界
或是信評界線。

歐洲與亞洲的高收益債券投資人習慣以全球觀點
配置高收益債券。美國是全球第一個高收益債券
市場，多年來也是主要的高收益債發行市場，這
也難怪歐洲與亞洲的投資人習慣佈局全球。相反
地，美國的高收益債券投資人卻習慣留在自家的
市場。

近年來，亞洲、歐洲與新興市場的高收益債券發
行規模日益成長，更加多樣化且流動性更佳。因
此，以全球觀點進行佈局，高收益債券投資表現
將可望受惠。

年前，美國以外的高收益公司債發行量不到全
球的 。如今，投資人若仍只著眼於美國，此舉

將錯失近三分之一的全球高收益市場。願意跨越
地理疆界（且能夠在其他地區進行深度研究）的
投資人，通常可在其他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市場發
掘投資機會，且這些債券的信評不亞於、甚至優
於美國本土的高收益發債機構，但殖利率與潛在
報酬卻更高，這些投資機會絕對值得留意。

跨越投資等級的界線

對各地的高收益債券投資人而言，我們認為部分
最佳投資題材其實不在傳統的高收益投資範疇之
中。我們認為投資等級與高收益等級的界線並非
壁壘分明，而是一道連續的區間。在全球三大主
要債券市場當中，許多 級債券與分歧評等

，未同時獲得三大評等機構 評等
之債券，皆擁有不亞於高收益債券之殖利率水準。

因此，投資人不應侷限在高收益的投資範疇之中。
投資人可配置一部分到期日較長、殖利率較高的

級債券與分歧評等的債券，同時聚焦中、短
天期且評等在 級以下之高收益債券。我們認為

此舉不僅有助於投資組合穩渡潛在的降評影響，
亦可受惠於躍升投資等級的明日之星，因為部分
未獲得三大信評機構同時評為投資等級之債券，
有機會揮別高收益等級的行列。

別為了追求收益逞英雄

分散配置不同區域，並選擇部分評等較高之信用
資產，就算不投資高風險的信用資產，也能掌握
高水準的殖利率。

殖利率水準下降，導致投資人承擔不對稱的投資
風險。我們看到投資人前仆後繼地湧入 級債

券與保障條款欠佳的銀行貸款。儘管只要細心研
究與監控這些發債機構，投資人還是能夠在當中
發掘投資機會，但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報酬潛力無
法彌補投資風險。

有許多機會可讓我們在全球找到優異的投資標的，
在投資等級的領域發掘投資價值，並實現分散配
置的目標，因此我們認為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人沒
有必要為了追求收益而過度承擔風險。



過往資訊僅供說明使用。

統計截至 年 月 日。

年本地貨幣新興市場債券以摩根大通新興市場當地債券指數為代表。 年，本地貨幣新興市場債券以摩根大通當地貨幣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為代表。美

國高收益債券以巴克萊資本美國高收益債券指數為代表。美元計價新興市場債券以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為代表。新興市場企業債以摩根大通全球新

興市場企業債券多元指數為代表。歐洲高收益債券以巴克萊資本泛歐高收益債券指數為代表。銀行貸款以瑞士信貸槓桿貸款指數為代表。資產抵押債券以巴克

萊資本美國資產抵押債券指數為代表。商用不動產貸款抵押債券以巴克萊資本美國商用不動產貸款抵押債券指數為代表。投資人無法直接投資指數或平均值，

且上述報酬未含投資共同基金相關之銷售費用或營運支出；此類支出可能影響總報酬表現。

資料來源：巴克萊資本、瑞士信貸、摩根大通、聯博。

高收益債券市場發展
全球高收益市場規模（ 億美元）

商用不動產
貸款抵押債

美國
高收益債

美元計價
新興市場債

本地貨幣
新興市場債

新興市場
企業債

歐洲
高收益債

銀行貸款 資產
抵押債

美國
高收益債

美元計價
新興市場債

本地貨幣
新興市場債



迎接升息時代 揮別參考指數
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特許財務分析師

指數型債券投資組合面臨日益顯著的風險。現在，或許是時候揮別參考指數，
採取更具彈性、不受限制的投資策略。

當利率下降、大幅支撐債券報酬表
現時，指數型投資策略表現不俗。
然而，債券參考指數從來就不是值
得仿效的投資組合，且在眼前的環
境下，參考指數的瑕疵可能引發顯
著風險。

利率上升的風險便是其中之一。過
去 年，巴克萊資本綜合債券指數
的存續期自 年上升至 年，美

國債券指數也呈現類似的走勢。換
句話說，這些債券指數的利率敏感
度大幅增加，不適合對市場較為悲
觀的投資人。

依據市值加權組成債券參考指數，
則是另一個問題：發債機構發行的
債務越龐大，佔參考指數的比重就
越高，指數型投資人也必須買入更
多的債券。但是，這樣的發債機構
不正是我們該避開的嗎？此外，許
多債券參考指數內含大量的政府公
債，但部分公債的殖利率卻是市場
數一數二的低。

有鑒於此，許多債券投資人開始採
用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投資策
略，期望在各種市場環境中創造獲
利機會。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
投資策略具備以下指數型投資所欠
缺的特性。

降低利率風險

指數型投資組合大多不會積極地管
理存續期以控制利率風險。 年

中旬爆發的債市賣壓便是明顯的例
子。 年 月至 月，巴克萊資本
美國綜合債券指數下跌 ，同時
間僅有 的中天期投資級債券基
金表現優於參考指數。

儘管中天期債券過去常在升息過後
表現反彈，但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
債券投資策略擁有更多彈性以管理
存續期間風險，進而締造不同於參
考指數的表現。因此，當巴克萊資
本美國綜合債券指數在去年表現備
受挑戰時， 的不追隨指數或非
傳統型的債券基金表現領先參考指
數（依據理柏中天期投資級債券基
金類別，以及理柏絕對報酬基金類
別中，名稱含有「不追隨指數或非
傳統債券」之基金）。

改善投資組合彈性

指數型投資人若要減碼特定的投資
標的，配置比重只能最多降到 ，
因此管理投資組合的彈性受到限制。
以投資國家為例。倘若某一國家的
配置比重夠大，將權重降至 便
可發揮顯著的調整效果。然而，倘
若該國的配置比重原本就不大，即
便將權重降至 也於事無補。

不追隨指數之債券投資策略與傳統資產類別呈現低度相關

過往績效不保證未來結果。統計截至 年 月 日。

全球政府公債以巴克萊資本全球公債指數為代表。美國高收益債券以巴克
萊資本美國高收益 限制指數為代表。銀行貸款以瑞士信貸槓桿貸款指數

為代表。投資人無法直接投資指數或平均值，且上述報酬未含投資共同基
金相關之銷售費用或營運支出；此類支出可能影響總報酬表現。
資料來源：巴克萊資本、彭博社、瑞士信貸、晨星、 、標準普爾、聯
博。

不追隨指數之債券投資策略與下列資產的相關性：

全球政府公債

美國國庫券

美高收

銀行貸款

指數

歐澳遠東指數



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投資策略若對某個小型國家抱持強烈
的負面觀點，此時便可對該國採取放空操作（賣出投資組合未
持有的債券），以期在該國債券表現不佳的時候受惠其中。此
種操作彈性十分重要：巴克萊資本全球綜合債券指數一共包含
個國家（依據幣別進行分類），其中有 國的配置比重皆不

到參考指數的 。放空操作可能會面臨債券價格上漲的風險，
但由於債券本身的結構限制，價格上漲的空間較為有限。

在低報酬環境中發掘投資價值

預測利率走勢只是債券投資的面向之一，而且要精準預測並不
容易。然而，我們將利率觀點融入投資組合的同時，能否避免
存續期因此上升？倘若兩國債券價格的相關性偏離合理的狀態，
此時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投資策略便可採取多空操作，在
作多其中一國債券的同時，放空另一國的債券。如此一來，我
們便可望在利率風險不變的情況下，創造更高的投資價值。同
樣的作法也可用於掌握券種與殖利率曲線的投資契機之上。

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投資策略包含各種不同的類型，但它
們都具有共通的特性：具彈性、不追隨參考指數與極力提升投
資價值。然而，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投資策略仍須遵循合
理的投資範疇，以管理投資組合的風險，其中包含單一發債機
構的配置限制、低評等債券的配置限制、以及波動目標。

不追隨指數或非傳統債券投資策略表現屢屢領先指數型投資，
也難怪投資人持續追求更創新的債券投資方式。現在，債券市
場的長期多頭走勢可能趨平，且各種參考指數都有其瑕疵，因
此現在可能是揮別參考指數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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