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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將 theta 值之避險概念運用於投資策略上，並將目標轉為積極追求報

酬之策略，本論文設計一個設定報酬率之選擇權的交易策略，並實證探

討是否能藉由該投資策略來達到所設定之報酬率目標。本文之研究標的

為 2003 年 1 月 2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之台指選擇權，選擇具有相同的

到期日與執行價格的買權與賣權組成投資組合，且假設在每一交易日持

有一單位之買權，利用變換賣權部位以達成設定之報酬率，因此可能形

成兩種交易策略，分別為買進跨式部位及逆轉部位；本文之操作模式有

三種，皆為動態調整策略，其一為直接計算理論的 theta 值，藉以得到每

日之賣權部位(模式 A)；另一種方式則是在每一交易日依照本文所預測



之選擇權價格來調整賣權投資部位(模式 B)，另外還加入限制最大損失

下之模式 C，不論模式 A、B 或 C 均於次日結算報酬率，以評估投資績

效是否達到所設定之報酬率。 實證結果有下列幾點：1.以三種模式的報

酬率達成績效而言，績效最好的為有限制最大損失之策略，未限制最大

損失策略次之，最差者為以理論 theta 值所計算之報酬率策略。2.次近月

契約之選擇權價格之預測誤差較近月契約低，使得次近月契約之投資組

合績效較近月契約佳，但次近月契約的實際報酬率大部分為負值，故仍

建議投資人採近月契約為投資標的。3.無論在未限制最大損失或是有限

制最大損失的策略下，買權與賣權的預測誤差皆在價內或深價內時較

低，預測績效較好，且買權之預測績效較賣權佳。  

摘要

(英)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theta ratio of hedg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changes the goal of hedging into the pursuit of returns. 

This study designs an options trading strategy of preset return and to examine 

whether one can use this investment strategy to gain the preset return.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targets are Taiwan Stock Index Options and the sampling 

period is from January 2003 to March 2005. The call and put that have the same 

expiration date and the same exercise price are selected. This investor is assumed 

to carry a call and change the position of put every trading day. Therefore, the 

portfolio is composed of a call and a determined amount of puts. So there will be 

two trading strategies, buy straddles and reversals. Three types of models are 

employed under this study. Model A uses the calculated theta ratio to obtain the 

position of put. Model B based on the option price forecasted decides the put 

position. Model C according to the option price forecasted adjusts the put posi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a maximum loss. The portfolio return is calculated on next 

trading day. The main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mong the three 

models, th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Model C has superlative performance, Model 

B is the next and Model A is the worst. 2.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option 

price forecasts on nearby contracts and the second nearby contracts, the latter one 

is better than the former one. This result leads to a better performance for the 

portfolio with second nearby contracts. However, the actual rate of return for the 

second nearby contract portfolios are negative in general. 3. From the results of 

Genetic Adaptive Neural Network forecast of option price, the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of call and put are better when the option goes in the money and 

deep in the money. And the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of call is better than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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