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結構型商品概論

所謂結構型商品，是以存款、保險或債券等固定收益商品為基礎，再利用利

息或部分本金操作選擇權、權證等衍生性金融商品，透過財務槓桿，獲取較高的

報酬率。

櫃檯買賣中心於 2003 年 7 月開放國內券商從事以新台幣計價之結構型商

品，其中包括股權連結商品(ELN)與保本型商品(PGN)。2004 年 1 月 2 日進一步放

寬連結標之限制，連結標的將原本僅可將連結於國內標的資產之選擇權，調整為

可連結國內外標的資產之選擇權。

結構型商品之潛在風險，包括流動性風險、提前贖回的價格風險、再投資風

險、匯率風險、到期價格風險及發行機構信用風險等。保本型商品有兩個重要的

參數：保本率及參與率，保本率是指投入本金的保障程度，而參與率則是指參與

標的資產漲跌幅的程度。因總投入資金固定，所以保本率與參與率呈反向變動的

關係。本單元介紹兩種保本型商品，包括基本型與價差型，另介紹一種股權連結

商品：為基本型，是由買入零息債券並賣出價平標的資產選擇權組合而成，俗稱

「高收益債券」；由於股權連結商品的標的資產波動率大、收益率相對高，投資

人有可能面臨本金的損失，故名為高收益，實際也隱含了高風險，適合願意承擔

較高風險的投資人操作。



第一節 投資風險

釋義

利潤與風險一定是相生相隨的，超額報酬的背後一定有投資風險。

演繹

發行機構總是能包裝出一個高於市場利率的「預期」收益率而非實際收益

率，因此一定要特別注意下列幾項投資風險。

一、流動性風險

結構型商品發行時，一般發行機構都會規定一段閉鎖期，投資人不得提前申

請贖回。在這段期間裡，必須承受資金凍結無法使用的風險。由於結構型商品的

存續期間通常都不會太短，尤其是連動式債券與投資型保單，少則三年，長則十

年，因此投資期間長短也要列入考慮。投資人必須等到投資期滿才能拿到當初的

預期收益，若於契約到期前解約，可能會產生本金損失。

二、連結商品種類風險

銀行代銷的結構型商品多是連結國外股價或利率，如道瓊工業指數、美國十

年期政府公債利率或 LIBOR 等，對不熟悉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人而言，投資的

透明反不高，對投資報酬率一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投資人可多利用國內券商

所發行連結到國內金融商品的結構型產品來規避此項風險。

三、提前贖回風險

無法持有至到期日而言須提前解約時，提前贖回價格由發行機構依當時市場

狀況決定。若流動性不足或交易量低迷之情況下，實際贖回價格可能與理論價格

有相當大的差距，以致虧損。另可能還需要另外支付提前解約手續費給發行機構。

四、到期價格風險

結構型商品的收益率，取決於投資人對所連結商品的未來走勢有正確的判

斷。正確的預期的確可獲得超額的報酬；錯誤的預期將會損失利息收入、甚至本

金。

五、匯率風險

以外幣存款帳戶持有外幣資產的投資人並無匯率風險。但以新台幣申購之投

資人，則必須自行承擔當商品到期兌換新台幣時的匯率風險。

六、再投資風險

若發行機構設有強制買回條款，而執行提前買品時，投資人再次投資的標的

可能無法提供與先前相同的收益，而產生再次投資的風險。



七、信用風險

由於投資年限較長，如果發行機構不幸倒閉，投資人的本金將有無去回收的

風險。

第二節 保本率及參與率

釋義

保本型商品中最重要的兩個參數：保本率是指投入本金的保障程度，例如：

期初投入本金 100 元，保本率 93%代表期末至少可以拿回 93 元；參與率則是指

參與標的資產漲跌幅度的程度，例如：內含標準買權的看多基本型保本商品，若

參與率 60%，則表示當標的資產上漲 30%時，投資人的期末報酬可以增加 60%×

30%＝18%。

演繹

保本型商品強調「進可攻，退可守」，看對方向時，可以享有參與標的資產

上漲或是下跌的好處；當看錯方向時，仍然可以保有本金。

保本型商品都是由零息債券與買入標的資產選擇權所組成，由於是買入選擇
權，因此到期時選擇權的價值必定大於或等於 0，例如： )0,max( kST  ，投資人

至少可以取回投資於零息債券的本金，故稱為保本型商品。以圖 49.1 說明保本

型商品之基本架構。

圖 49.1 保本型商品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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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總投入資金固定，保本率與參與率呈現反向變動的關係，以圖 49.1 為例，

期初投入 100 元，若保本率為 100%，則期初必須投入 95 元來購買面額 100 元的

零息債券，僅 5元能用以購買標的資產選擇權；保本率若僅為 90%，期初則只須

投入 86 元來購買面額為 90 元的零息債券，剩下的 14 元還可以拿來購買標的資

產選擇權。由此可知 90%保本率的保本型商品其參與率顯然將會高於 100%保本

率者。

保本商品的發行年期與標的資產的波動率也對參與率有重大的影響。由表

49.1 可發現，相同發行年限、標的資產波動率愈小時，由於選擇權價格較低，因

此參與率較高。而當波動率相同、發行年期較長時，由於零息債券較便宜，可以

投資在選擇權的金額增加，因此可以提高參與率。所以券商發行保本型商品時，

為了吸引投資人，多發行較長天期的保本型商品。

表 49.1 波動率與發行年期對參與率之影響

參與率

標的資產

波動率

一年期

保本率 100%

二年期

保本率 100%

三年期

保本率 100%

四年期

保本率 100%

35% 8% 15% 24% 37%

25% 12% 21% 32% 50%

15% 19% 34% 51% 76%

根據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保本型商品之保本率不得低於 80%。過低

的參與率可能使積極的投資人難以接受。但如果大幅提昇參與率，卻可能使保守

的投資人卻步。如何在保本率及參與率之間取得平衡，則考驗著發行商設計商品

的能力。



第三節 基本型保本商品

釋義

基本型保本商品是由零息債券加上買入最基本的標準選擇權買權或賣權組

合而成的結構型商品，投資人放棄原本應有的利息收入，將其轉而投資標的資產

買(賣)權，若看對方向，可以獲得標的資產上漲(下跌)的好處，即使看錯方向，

期末仍然可以回收本金。

演繹

基本型保本商品可以分成看多與看空兩種，購買看多(空)保本型商品，等於

是同時買入相同到期日的零息債券以及標的資產之標準買(賣)權。相同的金額能
買到的單位較少，因此期參與率較低。 58000 S 為發行日之台灣加權指數， TS 為

到期日之台灣加權指數。

比較契約規格可以發現，看空型的參與率會高於看多型，主要是因為在價平

時買權價格大於賣權價格所致。

例 1：若 A 君買入看多基本型保本商品 100 萬元，目前加權指數 0S 為五千八百點，

三年到期後，若期末指數 TS 為六千點，指數漲幅為(6000－5800) /

5800=3.44%，則 A 君可以獲得 100 萬元×(100%+32%*3.44％)＝1,011,008 元。

即使期末指數下跌為五千點，A 君仍可以取回本金 100 萬元，但損失了利

息收入。

例 2：若 A 君買的是看空基本型保本商品，當期末指數上漲到六千點時，期末僅

能取回本金 100 萬元。但若期末指數下跌到五千點，指數跌幅為(5800－

5000)/5800=13.79%，A君可以獲得100萬元×(100%＋38%×13.79%)＝1,052,402

元。

不同的保本率及參與率對於期末報酬有重大的影響，由表 50. 2 可以發現，

當指數漲跌幅不大時，保本率較高者有較佳的收益率，若漲幅較大時則以參與率

高的商品有較佳的收益率。

看多基本型保本商品為投資人提供了標的資產價值上升時的獲利機會，且無

須承擔標的資產下跌時的風險，適合從中長期投資，且較為的保守投資人。



表 50. 2 不同的保本率及參與率之期末收益比較

3年期保本商品 基本型－看多 基本型－看多

期末漲

跌幅

期末台灣

加權指數

保本率100%

參與率 32%

轉換為 3年

之年收益率

保本率 90%

參與率 82%

轉換為 3年

之年收益率

＋60% 9280 119.2% 6.03% 139.8% 11.82%

＋50% 8700 116.0% 5.07% 131.5% 9.56%

＋40% 8120 112.8% 4.10% 123.2% 7.2%

＋30% 7540 109.6% 3.10% 114.9% 4.74%

＋20% 6960 106.4% 2.09% 106.6% 2.15%

＋10% 6380 103.2% 1.06% 98.3% －0.57%

0% 5800 100% 0% 90% －3.45%

－10% 5220 100% 0% 90% －3.45%

－20% 4640 100% 0% 90% －3.45%



第四節 價差型保本商品

釋義

價差型保本商品是由零息債券加上標的資產選擇權組合而成的結構型商

品，除了買進價平的選擇權之外，額外賣出了一個價外的選擇權。其選擇權部分

為一般俗稱的價差交易，故稱此類型架構為價差型保本商品。

演繹

為了兼顧保本率及參與率而設計的保本型商品，會分成看多與看空兩種。看

多價差型保本商品等於是買入相同到期日的零息債券以及價平的買權，並且賣出

價外的買權；由於賣出買權有權利金的收入，可以在不犧牲保本率的情況下，增

加參與率。

但卻限制了上方的獲利空間，看多價差型保本商品犧牲標的資產大幅上漲時

的一些獲利，轉而提高其參與率，適用於投資人認為未來標的資產會上漲，但是

上漲幅度不會太大時，則可以考慮投資多頭價差型保本商品。

比較看多與看空價差型保本商品之契約規格可以發現，看多型的參與率高於

看空型，主要是因為買權之價差策略所應支付之權利金小於賣權之價差策略所

致。相同的金額能買到的單位較多，因此參與率較高。

例：若A 君買入此看多價差型保本商品 100 萬元，目前加權指數為五千八百點，

三年到期後，若期末指數為六千點，指數漲幅為(6000－5800)/5800=3.44%，

則 A 君可以獲得 100 萬元×(100%＋63%×3.44%)＝1,021,672 元。即使期末指數

下跌為五千點，A 君仍可以取回本金 100 萬元，但損失了利息收入。

例：若A 君買的是看空價差型保本商品，當期末指數上漲到六千點時，期末僅

能取回本金 100 萬元。但若期末指數下跌到五千點，指數跌幅為(5800－

5000)/5800=13.79%，A 君可以獲得 100 萬元×(100%+50%×13.79%)=1,068,950

元。

由表 51. 2 可以看出，當標的資產上漲幅度不大時，投資價差型商品較有利；

當漲幅很大時，則投資基本型商品有較佳的報酬率。因此價差型保本商品受到保

守型的投資人的青睞。



表 51. 2 不同的保本率及參與率之期末收益比較

3年期保本商品 基本型－看多 基本型－看多

期末漲

跌幅

期末台灣

加權指數

保本率100%

參與率 32%

轉換為 3年

之年收益率

保本率 90%

參與率 82%

上限率 130%

轉換為 3年

之年收益率

＋60% 9280 119.2% 6.03% 118.9% 5.94%

＋50% 8700 116.0% 5.07% 118.9% 5.94%

＋40% 8120 112.8% 4.10% 118.9% 5.94%

＋30% 7540 109.6% 3.10% 118.9% 5.94%

＋20% 6960 106.4% 2.09% 112.6% 4.03%

＋10% 6380 103.2% 1.06% 106.3% 2.06%

0% 5800 100% 0% 100% 0%

－10% 5220 100% 0% 100% 0%

－20% 4640 100% 0% 100% 0%



第五節 高收益債券－基本型股權連結商品

釋義

基本型股權連結商品是由買入零息債券並且賣出標的資產選擇權組合而成

的結構型品。投資人買入零息債券，並且賣出標的資產選擇權，以收取之權利金

來增加其收益率，因此也稱為高收益商品。

演繹

基本型股權連結商品可以分成看多與看空兩種，投資人購買看多(看空)股權

連結型商品等於是買入零息債券，並且賣出相同到期日的標的資產賣(買)權。賣

出選擇權來增加收益率，雖然在期初有權利金的收入，但在到期時若看錯方向則

可能損失本金，因此股權連結型商品是所謂的「保息不保本」的結構型商品。

例：假設券商發行看多本型股權連結商品，發行價格為 93 元，投資人在期初投

入 93 元買進此商品，發行券商拿到 93 元之後，再替投資人賣出價值 6元的

標的資產價平賣權，券商並以總收入 99 元替投資人買進面額 100 元的零息

債券。零息債券部分，期末保證可以拿回 100 元，因此投資人可享有 1元

的 利息收入。若到期時標的資產價格上漲，賣出的賣權期末價值為 0，投

資人可賺取 6元的權利金以及 1元的利息，共賺取 7元，投資人可拿回 93

＋7＝100 元，獲得高收益率 ( %5.71
93

100
 )；若到期時標的資產價格下跌

10 元，賣出的賣權期末價值為 10 元，投資人在選擇權部分損失 6－10＝- 4

元，但仍獲得 1元的利息，因此共損失 3元，投資人拿回 93－3＝90 元，本

金產生損失 ( %2.31
93
90

 )。表 55.1 及圖 55.1 以一個較為符合現實的例子

說明基本型股權連結商品。

表 55. 1 基本型股權連結商品之契約規格

基本型－看多 基本型－看空

發行機構 A 券商 A 券商

年期 3個月 3個月

標的資產 台積電股價 台積電股價

期初投入本金 100% 100%

期末利息收入 5.39% 5.66%

到期贖回收益 105.9%－100%×

)0,(
0

0

S
SS

Max T
105.66%－100%×

)0,(
0

0

S
SS

Max T 



此外，股權連結商品的連結標的如果是匯率，則期末通常以一種類似實物交

割的結算方式來進行，以看多澳幣股權連結商品為例，投資人買入此股權連結商

品，投入美元的本金，並且賣給發行券商一個澳幣的賣權，當澳幣貶值時，發行

券商有權利以約定的匯率將美元轉成澳幣給投資人。表 55. 3 為連結匯率之基本

型股權連結商品之契約規格內容。

表 55. 3 連結匯率之基本型股權連結商品

基本型－看多

發行銀行 A 銀行

年期 3 個月

標的資產 美元兌澳幣匯率

履行匯率 1,4343

期初投入本金 100%美元

期末利息收入 6%美元(年化利率)

到期贖回 (1)若美元兌澳幣之匯率1.4343(澳幣升值)，則投資人領回

101.5%的美元。

(2)若美元兌澳幣之匯率1.4343(澳幣貶值)，則投資人領回

101.5%的美元/1.4343 的澳幣。

國內券商目前並不能發行連結匯率的結構型商品，因此這種被稱為「雙元貨

幣定存」的商品多為國卷銀行發行，或是引入國外已發行的商品來做銷售。由於

股權連結商品是一種高風險、高報酬的產品，資年限通常不會太長。根據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投資年限應介於二十八天至一年之間。

若投資人認為標的資產會大漲，可以直接買入標的資產；如果不想承受看錯

方向的風險，可以買入看多型的保本商品；如果預期標的資產是小幅上揚，則以

買入看多型的股權連結商品為佳。



第六節 反浮動利率債券

釋義

反浮動利率債券（Inverse Floater Bond）是指債券的票面利率，以一固定利率

扣除一指標浮動利率形式呈現。當指標浮動利率上揚時，投資該債券的利息收入

隨之減少，亦即利息收入和指標浮動利率走勢成反向關係，所以稱為反浮動利率

債券。

遠紡多空浮動利率債券票面利率結構

看跌利率------看多債券(反浮動)：Max(14.40%－BA, 0)

看漲利率------看空債券



第 12 章 期貨導論

第一節 期貨的發展歷史

期貨契約(futures contract)是一種標準化合約，買方和賣方約定在未來一定日

期(到期日)，依一定價格買入或賣出某數量的某種標的商品，或於到期日結算價

差。因此，期貨亦可說是一種標準化的遠期契約。

遠期契約交易碰到了兩個問題，第一是違約風險(default risk)或信用風險

(credit risk)的問題，即買方或賣方之某一方可能遭受重大損失，而沒有辦法或不

想履行契約；第二是流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的問題，即想要提早解約或是將契

約轉賣出去，可是由於遠期契約不是一個標準化的契約，所以很難找到合適的買

者。因此期貨契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在 1848 年成立，1865 年開始有期貨契約的交易，在 1972
年於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 Merchantile Exchange, CME)開始交易外匯期貨

(currency futures)，是全世界最早的金融期貨。

德國交易所和瑞士選擇權及期貨交易所(SOFFEX)於 1996 年 12 月合併成立

歐洲交易所(European Exchange, EUREX)，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衍生性商品交易

所。

新加坡於 1984 年成立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SIMEX)，約在 1986 年推出日

經 225 股價指數期貨，並於 1997 年推出摩根台指期貨。台灣則是到民國 87 年 7
月 21 日始推出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隔年即民國 88 年 7 月 21 日陸續推出電

子類股、金融類股期貨。

傳統的期貨交易採公開喊價(open cry)方式進行，目前大部分交易所已採用

電子交易系統。

第二節 期貨契約的種類

期貨契約依標的資產的不同大約可分為二類，一類為商品期貨(commodity
futures)，另一類是金融期貨(financial futures)。商品期貨依標的產品可分為三大

類，即農產品期貨、金屬期貨、能源期貨

一、商品期貨



(一) 農產品期貨(agricultural futures)
主要分為小麥、小米、燕麥、豬、牛期貨和其他軟性商品(soft commodity)，
如咖啡、柳橙汁、棉花、飲料等期貨。

(二) 金屬期貨(metal future)
又可分為貴金屬期貨(precious metals futures)，包括黃金、白銀等期貨，及工

業金屬期貨(industrial metals futures)包括銅、鋁、鍚等期貨。

(三) 能源期貨(energy futures)
能源期貨包括石油、原油、燃料油、汽油、天然氣等期貨。

二、金融期貨

金融期貨又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外匯期貨(currency futures)，外匯期貨

有英鎊、日圓、馬克、瑞士法郎、歐元。第二類為利率期貨(interest rate
futures)，包括歐洲美元期貨、國庫券期貨、政府公債期貨。第三類為股價

指數期貨(stock index futures)，如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

第三節 期貨的專有名詞

(一) 每日結算(daily settlement)或市價結算(mark to market)
每日結算指期貨交易之盈虧由結算公司按交易日的收盤價逐日結算損益，

並直接從投資人的帳戶扣減或增加，可以減少買賣雙方違約的風險。

(二) 保證金(margin)
為了保證交易不違約，在期貨交易有所謂的保證金制度。也就是期貨交易

者必須在其交易戶頭先存入某一金額的錢，才能買賣期貨。

(三) 原始保證金(initial margin)
期貨契約買賣雙方於買賣期貨時均必須支付某一比例金額予期貨經紀商，

此金額稱為原始保證金。原始保證金通常是契約價值的 5%~15%，台股指

數期貨一口的原始保證金約為契約價值之 10%左右。

(四) 維持保證金(maintenance margin)
當原始保證金的價值或保證金之部位，因市場價格上漲或下跌而減少時，

若減少到低於某個特定數額時，經紀商會要求客戶補繳保證金，以防止客

戶的違約，此金額稱之為維持保證金。維持保證金通常為原始保證金的

75%。

(五) 變動保證金(variation margin)
變動保證金是指經紀商要求投資者需補繳保證金的差額，使其保證金帳戶

的金額回復到跟原始保證金的金額。

假設原始保證金為 12 萬元，而維持保證金為 9 萬元，台股指數目前為 8000
點，須先存入 12 萬元，才能買入一口台指期貨。第二天如果台股指數期貨



漲了 50 點，你的帳戶就多了 1 萬元(50200 元)，第三天如果期貨價格大跌

300 點，就損失 6 萬元(300200 元)，此時帳戶只剩下 7 萬元(12 萬元+1 萬

元-6 萬元)，低於維持保證金 9 萬元，期貨商會要求你匯入 5 萬元，使保證

金部位能維持原始保證金所需要的 12 萬元，而 5 萬元就是變動保證金。

(六) 保證金催收(margin call)
期貨經紀商要求客戶補足原始保證金的催收通知，如果客戶不於 24 小時內

補足保證金，期貨經紀商可將客戶的期貨部位結束，即俗稱的斷頭。

(七) 現金結算(cash settlement)
現金結算是指到期日時，買賣雙方只支付現貨與期貨間價差之金額，而不

實際交付資產。大部分的期貨契約是採現金結算。

(八) 平倉(offsetting)
平倉又稱對沖，是指期貨投資人在期貨合約期滿前進行和先前相反的交

易，以結束期貨部位。

(九) 未平倉的契約數量(open interest)
指市場中流通在外尚未結清的期貨契約總數量。

(十) 漲跌幅限制(price limit)
台股指數期貨每天張跌幅為 7%。

(十一) 部位限制(position limit)
限制單一交易者持有的部位不能超過某一限度。如台指期貨規定自然人部

位限制為 2000 口，而法人為 4000 口。

(十二) 當日沖銷(day trade)
當日沖銷指在當天建立新的期貨部位，在當天收盤前將部位平倉結算價差

的交易。

(十三) 遠月契約(deferred contract)
遠月契約指比現貨的月份較晚到期的期貨契約，譬如目前是 7 月，那麼 9
月或 10 月到期的台指期貨契約就是遠月契約。

(十四) 交割月份(delivery month)
交割月份可以說是期貨的到期月份，是期貨契約的買賣雙方到時候結算價

差的月份。台指期貨是 3、6、9、12 月加上最近兩個月，若目前是 7 月，

那麼最近兩個月就有 8、9 月的合約。

(十五) 基差(basis)
基差是指商品之現貨價格與期貨價格間的差異(現貨價格減期貨價格)

(十六) 正價差

正價差是指期貨價格大於現貨價格的情形。

(十七) 逆價差

逆價差是指期貨價格小於現貨價格的情形。



第四節 期貨與遠期契約及選擇權的相異處

期貨契約與遠期契約的不同

期貨市場三種降低信用風險的機制包括：每天結算、保證金制度、結算所等。

對遠期契約而言，履約期間即是契約期間，在這中間是不交付任何金額的；但是

期貨契約每天結算差價，以免到時候損失越來越大，造成無法履約的風險。

期貨契約有所謂保證金制度的規定，保證金的額度通常可以涵蓋期貨契約每

天價格的最大變動。保證金帳戶的金額低於維持保證金還需要繳變動保金，以使

保證金的水準回復到原始保證金。

期貨買賣雙方的結算是由結算所負責；而期貨是在公開交易所交易。期貨契

約是一種標準化的契約，包括標的資產的標準化與交易契約數量的標準化，以及

交割月份、交割方式、報價方式、每日價格美制、部位限制的標準化。由顧交易

標的物如果是實體的商品，則品質便有差異，因此期貨契約需要將交害商品的品

質明確載明。貨契約的大小也有一定的規格，譬如 CBOT 的長期公債為 10 萬美

元、CME 三個月國庫券期貨交易單位每口為 100 萬美元、台指期貨為 200 元怇

以台股加權指數。

期貨的交割月份基本上為 3、6、9、12 月，當然也有所謂的近期月份，如台

股期貨除了 3、6、9、12 月外，再加上最近兩個月的契約。期貨的交割方式一般

有實物交割及現金交割。實物交割顧名思義是買賣雙方到期日必須以實物來完成

交割；現金交割是由到期現貨和當時所買的期貨價格之差來交割。金融期貨大多

數採現金交割，而遠期契約一般為實物交割。期貨之每日價格一般均有限制，遠

期則無。

選擇權買方當有不利於本身時，可放棄其權利而不履行合約。選擇權買方需

支付賣方權利金；但是期貨的買方賣方雙方不論標的資產走勢如何均有義務履行

合約。另外，選擇權買方需支付賣方權利金；但期貨的買方賣方彼此並沒有權利

金的支付。期貨的交易是逐日結算，但選擇權無此規定。選擇權買方損失有限(即
選擇權的成本)，獲利可能很大；但期貨的買賣雙方均可能損失很大或是獲利很

大。選擇權可以在到期日前行使其權利，即提早履約換取股票或其標的資產；期

貨一般不能提早執行其交付資產之權利。另外，選擇權的履約價格是事先約定好

的，而期貨未來的交割價格並不事先約定，而是經由市場每天的供需喊價而定。

選擇權一般可以在交易所或 OTC 買賣；而期貨都是在交易所進行。期貨有標準

規格，交易所交易之選擇權一般也有標準的規格。

第五節 期貨的功能

(一) 避險的功能

期貨市場建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避險的功能，避險一般可分為空頭避險



( short hedge)與多頭避險(long hedge)。
(二) 價格發現的功能

(三) 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經濟效益

期貨交割是現金結算不像現貨需要儲存的成本，因此期貨可以降低成本，

也可降低遠期契約交易所帶來的違約風險。

第六節 全球主要期貨交易所及期貨產品

1999 年全球五大期貨交易所中，排名第一的是歐洲交易(EUREX)。而芝加

哥期貨交易所(CBOT)、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

(LIFFE)及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分別名列二至五名。



附錄：期貨的評價

第三節 持有成本理論

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關係是線性的，這和選擇權中的 B-S 複雜的評價公式

有所不同。持有成本理論(cost-of-carry theory)告訴我們，期貨的價格應該等於現

貨的價格加上持有該現貨商品至期貨契約交割日的持有成本，不然就會有套利機

會。

期貨價格=現貨價格+持有現貨成本

一般到期前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通常不會相同，但到期的期貨價格必須等於

現貨價格。藉著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的套利行為，會使期貨與現貨兩種價格之間

維持某種特定的關係。舉個例子，一年後需要一只鑽石，假設現在鑽石現貨的價

格是 10 萬元，另外又設市場上有鑽石期貨的交易，此時有兩種做法，先設期貨

價格為 F，借貸的利率都是 10%，第一種策略是目前以 10 萬元買進鑽石現貨，

一年到了後，本金 10 萬加上損失的利息 1 萬元(10 萬元10%)，總成本是 11 萬

元(=10 萬元+1 萬元)。第二種策略是以 F 元買入一年後到期的期貨，但並沒有現

金支出，到期後，用 F 元的價格買進鑽石。因此，可明顯看出，目前鑽石期貨的

價格 F 元應該等於 11 萬元，才會使兩種策略的總支出相等。

如果期貨的價格非 11 萬元，而是 10 萬元或 12 萬元，此時會有何情況發生

呢?假設現在鑽石期貨價格是 10 萬元，因此鑽石期貨和鑽石現貨來比是相對低

估。因此套利者可以在期貨市場上買進鑽石期貨，暫不支付款項，而在現貨市場

上以 10 萬元的價格賣空鑽石，而拿到 10 萬元的現金，並將這 10 萬元現金存入

銀行，一年後拿到 11 萬元。一年後，期貨到期時，套利者付出 10 萬元可取得鑽

石，然後將鑽石支付給當初賣空現貨的部位。因此，套利者還淨賺 1 萬元的利息，

這就是所謂的套利。

反之，如果期貨價格是 12 萬元，對套利者來說，期貨價格是相對高估，因

此套利者就可先賣空鑽石期貨，同時，以 10 萬元在現貨市場上買進鑽石，當一

年後期貨到期時，投機者可將鑽石交付當初賣空期貨的部位而拿到 12 萬元，則

套利者的總支出才 11 萬元(10 萬元+1 萬元的利息)，淨賺了 1 萬元。

當期貨價格相對低估時，套利者就會買進期貨賣空現貨。因買進期貨的人多

會使期貨的價格上升，賣空現貨的人多會使現貨價格下降，最後會使期貨的價格

和現貨的價格達到均衡無套利的狀態，就是服從持有成本理論。

期貨價格就應該等於現貨價格加上利息的支出和倉儲成本，並且減掉因為擁

有鑽石而產生的收入。假設以 B 代表現貨的持有成本，持有成本理論所表示的

期貨價格就可以寫成：

BSF  (公式 2-1-1)



其中，S 為現貨價格，B 包含利息支出加上倉儲成本減掉收入。

如果以 b 代表持有成本占現貨價格的比例，則期貨的價格便可改寫成：
)1( bSF  (公式 2-1-2)

公式 2-1-2 是最常看到的形式，其中 b 是利率加上倉儲成本減去現貨的收益，以

現貨的百分比表示。

如果將時間的因素考慮進去，而將利率、倉儲成本、現貨收益以年為基準，

則公式 2-1-2 可改寫成
)1( bTSF  (公式 2-1-3)

其中，T 為期貨到期的期限。 yrb   ，這當中的 r、、y 分別為每年的利

率、倉儲成本率及收益率。根據公式 2-1-3，就是指期貨價格應該等於現貨的價

格再加上現貨的持有成本。如果期貨價格不等於現貨價格加上持有成本，就會有

套利的現象出現，而套利的機制將會使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維持在持有成本理

論的等式。

例題：

以本節鑽石期貨為例子，假設年利率是 10%、年倉儲成本率是 3%、鑽石現貨年

收益率是 1%，那麼一年到期鑽石期貨價格應該等於多少?
解：
根據公式 2-1-3：  TyrSF )(1  

  000,11212.1000,1001%)1%3%10(1000,100 F

第二節 持有成本理論的修正

現實市場上，我們常常看到期貨市場的價格與理論所求出的持有成本價格不

相同，在討論持有成本理論時，都假設市場是完美的市場，但事實上，由於市場

是不完美的，使套利的機制無法如此順利地進行，一般包括：交易成本、借貸的

資金成本不相等、賣空的限制，以及現貨產品的儲存限制等，都是一種套利成本。

當這些套利成本大於套利的利潤時，不會有套利的情形發生。持有成本理論所定

義出來的期貨價格是介於理論價格上下界之間的區間。

交易成本在實際市場為買賣證券必須繳交的費用，包括手續費以及交易稅

等。另外一部份的交易成本為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如 k 代表交易成本及借

款差異成本占現貨成本的比例，那麼公式2-1持有成本理論就可改寫成以下公式：
)1)(1()1)(1( kbTSFkbTS  (公式 2-2-1)

由公式可看出理論的期貨價格不是唯一的價格，而是介於一個無套利區間

(non-arbitrage bound)。當交易成本越高，則無套利區間越大，期貨可能偏離理論

價格越大。



在賣空的限制中有所謂的平盤以下不得賣空的限制，稱為 up-tick rule。或是

券商會要求賣空部位的投資者不能將賣空所得的金額提出，甚至賣空還需要繳交

某一比率的保證金。

賣空的限制有時可能會完全阻礙套利的進行，但由於法令限制券商無法賣空

股票，也就沒有辦法作所謂反向套利(reverse cash-and-carry arbitrage)。而只能在

當期貨價格高於現貨價格時賣出期貨，買進現貨，採取所謂的正向套利

(cash-and-carry arbitrage)策略。

有些產品具有先天的限制無法久存，尤其是農產品，因此期貨和現貨的價格

就不適用持有成本理論。如在 CME 交易的雞蛋期貨，雞蛋就無法儲存很久。

期貨的預期理論(expectation theory)認為目前的期貨價格是未來交割日現貨

價格的預期，其公式如下：
)( TSEF  (公式 2-2-2)

F ：目前期貨價格。
)( TSE ：預期到期的現貨價格。

在持有成本理論無法適用的情況，預期理論便可做為一些期貨價格的評價。當然

持有成本理論的期貨價格是在一個無套利的區間，該區間大小視交易成本、賣空

的限制，及標的資產的特性而定，當期貨價格位於無套利區間，預期理論或許也

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如當預期未來的現貨股價會漲時，期貨價格一般可能比較

靠近無套利區間的上方，也就是期貨價格大於現貨價格。預期未來股價會下跌

時，指數期貨價格可能會比較接近無套利區間的下方，也就是期貨價格小於現貨

價格。

第三節 基差和價差

期貨和現貨價格之間的差，以及不同到期期貨契約價格之間的差，前者稱為

基差(basis)，後者稱為價差(spread)。
(一) 基差(basis)

基差是探討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之間的關係。一般定義基差為目前的現貨

價格減去對應的期貨價格。

基差=現貨價格-期貨價格

在一般期貨產品，基差為負，也就是期貨價格大於現貨價格。如在股價指

數期貨的例子，通常期貨的價格會大於現貨的價格，這是因為持有現貨的

成本是正數，但是在農產品期貨、能源期貨等情形，基差多為正。當到期

時，期貨的價格會收斂於現貨的價格，因此，基差也會隨著到期期限的縮

短而收斂為 0。大部分時間基差為負，當到期時基差收斂為 0。



(二) 正價差，逆價差

正價差一般指期貨價格大於現貨價格。也就是說當基差為負時，期貨有正

價差；反之，當期貨價格小於現貨價格，稱為逆價差，此時基差為正。一

般未來股價行情看好時，通常會出現正價差情形，而當市場情形不佳時會

有逆價差出現。

一般到期期限越長的期貨價格越高，我們稱之為正常市場(normal market)；
當到期期限越長，其價格反而越低，我們稱之為逆價市場(inverted market)。

(三) 價差(spread)
價差一般是指不同期貨契約之間價格的差異。

價差=A 期貨之價格-B 期貨之價格

對於兩個相同標的資產、不同到期日期貨的價格差異，一般稱為同商品價差

(intra-commodity spread)或商品內價差。另外，如果是不同商品期貨之間的價格

差異一般稱商品間價差或跨商品價差(inter-commo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