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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每日計息票券 

 

第一節 前言 

 為了迎合投資人喜好，在市場裡出現相當多種類的結構型商品，依類型可分

成五類，分別為股權連結型、利率連結型、外匯連結型、商品連結型與信用連結

型等結構型商品。本文所評價的商品，則是屬於利率連結型商品。 

利率結構型商品的特色是盯住某些指標利率，觀察該指標利率的走勢有沒有

符合計息條件，若有，通常可以拿到比市場利率更高的計息。這項誘因，讓投資

人相當喜歡投資利率結構型商品。然而，相對的，只要投資人情勢判斷錯誤，將

會面臨低利息的風險，甚至可能導致收到零息的風險。 

 為了避免投資人本金全無的風險，導致商品交易不熱絡，事實上，這些利率

結構型商品往往帶有保本的作用；另一方面，發行商為了保護自己，往往也放入

可贖回的條款，免得整個局勢完全偏向投資人。故保本與發行商可贖回，算是利

率型結構商品的特色。 

 至於觀察的指標利率，往往以 LIBOR 或 CMS 為主。而依付息條件型態的不

同，簡易分成滾雪球型態、逆浮動型態、利差型態與斜率型態等。共同特徵在於

符合某一條件後，才發生計息事件。 

 

第二節 商品介紹 

本文所評價的商品為「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每日計息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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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品說明書 

表 5－1 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每日計息票券產品說明書 

商品名稱 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每日計息票券 

（6 Year Callable Perfect Curve Daily Range Accrual Note） 

發行機構 瑞士銀行（UBS） 

最小投資金額 10,000 美元 

投資期間 6 年 

連結標的 K 年期 CMS：美元 K 年固定年期交換利率 

其中 K＝2，3，5，7，10，30 

發行日 2005／10／13 

起息日 2005／10／13 

到期日 2011／10／13 

發行價格 100％ 

保本率 100％ 

利息計算方式 6.00％ × n／N 

n：計息區間內，

2CMS≦3CMS≦5CMS≦7CMS≦10CMS≦30CMS 的天數

N：計息區間總天數 

利息計算 採 30／360，每季計息 

利息支付 每季支付 

贖回條款 發行者有權利在每個計息日提前贖回（需在五天前通知投資

人），惟提前贖回保證 100％還本，並與當日配息一併入帳 

手續費 1％ 

（二） 產品特色 

「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每日計息票券」，有三個主要重點，一是對整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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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利率走勢的看法；再來為保本型契約；最後則是每日計息的特色。 

如果投資人對於交換利率的看法，是長天期一定大於短天期，那投資本商品

是可以得到相當可觀的利息收入。從圖 5－1（在 2002/7/13，由上而下分別為 30、

10、7、5、3 與 2 年期的 CMS），可以發現過去十年來交換利率的走勢，有保持

長天期恆大於短天期的走勢，因此只要交換利率的期間結構沒有大幅度的變動，

對投資人而言是有利的。 

倘若交換利率走勢不如預期，也就是某些 CMS 突然劇變之後，不再保持長

天期大於短天期的特色，投資人將拿到較低的利息，甚至可能拿到零息；但保本

型的條款，讓投資人不會有本金的虧損，損失的只有利息的機會成本，使得在期

末或被贖回時，仍可拿回本金。 

而每日計息的特色，讓投資人不用擔心會錯過一波長年期大於短年期的交換

利率走勢。在每日計息的設定之下，投資人似乎能得到較安全的保護，也較容易

達到高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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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各年期交換利率的歷年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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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評價 

在進行商品評價之前，需要先對市場資料進行利率模型參數的校準；等參數

校準完成之後，便可以進行商品評價之分析。本文評價「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

每日計息票券」的評價流程表示如圖 5－2。 

首先在參數校準部分，依序先完成殖利率與遠期利率的部分；接著對波動度

結構以及相關係數矩陣做探討；等到以上四個參數校準完畢後，在商品定價裡，

便進入最小平方法蒙地卡羅法在市場模型的應用。 

 

圖 5－2 評價流程圖 

（一）殖利率 

 遠期利率市場的相關報價，大致上以利率上限買權與交換利率為主，這兩者

將是參數校準的依據。在發行日 2005／10／13 當天，兩者的市場報價分別列於

表 5－2 與表 5－3。 

 

 
參數校準 

 
商品定價 

殖利率 

遠期利率 

波動度 
相關係數 

BGM 
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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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2005 年 10 月 13 日 交換利率的市場報價 

年期 交換利率（%）

1y 4.57000 
2y 4.67500 
3y 4.72000 
4y 4.76500 
5y 4.80500 
6y 4.84000 
7y 4.86500 
8y 4.89500 
9y 4.92500 
10y 4.95500 
15y 5.07500 
20y 5.14000 
30y 5.18000 

表 5－3 2005 年 10 月 13 日 LIBOR 的市場報價 

到期 LIBOR（%）

3m 4.15000 
6m 4.34188 
9m 4.47625 
12m 4.56750 

 蒐集完上面兩種市場資料後，首先要進行殖利率曲線的估計，如（3.14）式： 

1 )TP(t,)TP(t,δ (t)S 1N
1N

1i
iN0, =+ +

+

=
∑  

經由市場已知的交換利率與零息債券價格來求得第 N+1 期的零期債券價格，便

能找出在 N+1 期的殖利率，將（3.14）式透過即期利率表示： 

1 
))Tt,F(t,(1

1
))Tt,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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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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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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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符號定義如第三章之外，在此特別強調（5.1）式中的 )Tt,F(t, i ，這些資料，

如同表 5－3，一般只提供到 3、6、9、12 個月的報價，這樣的資訊對於評價本

商品是不足的，換言之，在做定價之前，需要找 12 月內及 12 個月以上的每天殖

利率；另一方面，（5.1）式中交換利率 (t)S N0, 的市場報價，如表 5－2，同樣沒

有充裕的報價資訊，因此在進行（5.1）式的殖利率校準之前，必須先用非線性

內插法（Cubic Spline）插補出需要的交換利率，如 11 年期、12 年期等交換利率。 

結束交換利率的插補後，經由（5.1）式，便可以完整描繪出 2005／10／13

當天的每三個月殖利率曲線。例如已知三、六、九與十二個月的即期利率

F(0,0,90)，F(0,0,180)、F(0,0,270)與F(0,0,360)，以及一年期交換利率 (0)S0,1 ，

則這些資料與第十五的月的殖利率F(0,0,450)透過（5.1）式可寫成： 

 

移項之後，便可以求得第十五個月的殖利率F(0,0,450)。如此反覆下去，可建構

出每三個月的殖利率曲線。 

經由市場資訊求得每三個月的殖利率曲線後，再將每三個月的殖利率曲線，

做每天的插補的動作，即完成每天的殖利率曲線。因此，在這一步驟，將得到

F(0,0,1)、F(0,0,2)、F(0,0,3)、…、 0) F(0,0,1296 共 36×360＝12960 個殖利率（其

中，F(0,0,90)、F(0,0,180)、F(0,0,270)以及F(0,0,360)是市場中已報價的，也就

是表 5－3 的內容），圖 5－3 為校準完成的殖利率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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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校準後的殖利率曲線 

（二）遠期利率 

 在殖利率曲線求出之後，接下來要估計不同的三個月遠期利率，例如，一天

後的三個月遠期利率F(0,1,91)，兩天後的三個月遠期利率F(0,2,92)，三天後的三

個月遠期利率F(0,3,93)等，也就是要找出（4.1）式遠期利率動態過程的起始值，

以利抽樣模擬。基於無套利，可以從（3.15）式拔靴出各個遠期利率的起始值。

由於商品是六年期，加上每天都需要觀察最長年期的 30 年 CMS，並且都以三個

月計息一次，因此，遠期利率起始值的個數總共需要 35.75×360＝12870 個，故

需要插補出F(0,1,91)、F(0,2,92)、…、 12960)F(0,12870, 等遠期利率起始值。下

面以一天後的三個月遠期利率F(0,1,91)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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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在求一天後的三個月遠期利率，是需要需要第 1 天以及第 91 天的殖利率，

因此經由殖利率曲線的建立，便可以一期一期求出所需要的三個月遠期利率。 

（三）波動度 

 在 BGM 的環境下，經由 Brigo 及 Mercurio 推導後的遠期利率動態過程，除

了起始值之外，還有遠期利率的波動度需要校準。由於利率上限買權標的物為遠

期利率，而且又有封閉解，因此我們將從利率上限買權著手。 

事實上，當我們採用 BS 公式計算利率上限買權這個利率衍生性商品時，便

已經隱含了遠期利率的波動度的參數，故這個校準項目，將從「利率上限買權」

出發。然而，市場上並沒有各期利率上限買權的報價，只有「利率上限選擇權」

的報價，所以必須透過市場上「利率上限選擇權」的報價與「利率上限買權」的

評價關係來決定。 

市場上利率上限選擇權的報價方式，是以波動度方式呈現，倘若需求得價

格，只要套入 BS 公式即可。2005／10／13 評價日當天的利率上限選擇權報價如

表 5－4。 

表 5－4 2005 年 10 月 13 日 利率上限選擇權的市場報價 

年期 波動度（%） 年期 波動度（%） 

USCFA1 Index 13.40 USCFA8 Index 19.50 
USCFA2 Index 17.28 USCFA9 Index 19.40 
USCFA3 Index 19.07 USCFA10 Index 19.30 
USCFA4 Index 19.79 USCFA12 Index 18.60 
USCFA5 Index 19.97 USCFA15 Index 17.70 
USCFA6 Index 19.60 USCFA20 Index 16.50 
USCFA7 Index 19.97   

 

一般來說，利率上限選擇權經過拆解後，實為一系列不同到期日的利率上限



 53

買權之組合，而每一個利率上限買權價格，都可透過 BS 公式求得，分別加總後

可以求得利率上限選擇權之價格，如（3.16）式與（3.17）式。 

藉由利率上限買權與利率上限選擇權的關係，透過「適當」波動度的帶入，

便可以校準出利率上限買權的波動度，相關的遠期利率也隨之而出。這裡「適當」

的波動度分別指「利率上限買權」波動度（即遠期利率波動度，亦即需要校準求

出的波動度）以及「利率上限選擇權」波動度（即表 5－4 的利率上限選擇權報

價）。 

在校準波動度之前，本文選用 Brigo 與 Mercurio 的第三種型態為波動度結

構，亦即 ks 型態。 

基於市場資料不足，本文假設區間落在一年內的遠期利率波動度皆相同，亦

即F(0,1,91)、F(0,2,92)…、 0) F(0,270,36 的波動度相同，區間落在兩年、三年者 

等也個別假設相同；這樣的簡化設定，加上利率上限選擇權通常以 90 天為付息

日，讓本文只需要算出三個月一期的遠期利率波動度即可，如 )F(0,90,180 、

0)F(0,180,27 、…等。再加上所選用的第三種波動度結構，可以知道隨著時間經

過，在做遠期利率的模擬時，只需要考慮一個固定的波動度。另外，利率上限選

擇權的計息是採先設定後支付形式，因此一年期的利率上限選擇權，會有三個利

率上限買權；兩年期會有七個利率上限買權，以此類推。 

假設 caplet-T 1-i
v 為 )T,TF(0, i1-i 的波動度，則對於所有區間 ]T,(T i1-i 落在 ]1,0( 、

]2,1( 、…、 ]30,29( 的遠期利率波動度由於都假設為相等，分別定義為 1s 、 2s 、…、

30s ；再假設到期日為 iT 的利率上限選擇權的市場報價波動度為 cap-T 1-iv ，則，

一年期利率上限買權價格的計算方式，從（3.16）式與（3.17）式的加總元素裡

發現可分成兩種： 

1.透過市場利率上限選擇權波動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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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F,T,T(t,Caplet ii1-i
M

 

  )vK,(t),F,T,TBS(t, cap-Tii1-i 1-i
=  

  )vK,(t),)G(FT-)(TTP(0, cap-Ti1-iii 1-i
=        （5.2） 

   其中， 

)vK,(t),G(F cap-Ti 1-i

 ))vK,(t),(FKN(d-))vK,(t),(F(t)N(dF cap-Ti2cap-Ti1i 1-i1-i
=

cap-T

2
i

cap-Ti1
1-i

cap-1-iT

1-i v

0.5v)K(t)Fln(
)vK,(t),(Fd

+
=  

   
cap-T

2
i

cap-Ti2
1-i

cap-1-iT

1-i v

0.5v)K(t)Fln(
)vK,(t),(Fd

−
=  

 2.透過合理利率上限買權波動度 

   
                                 

K)(t),F,T,T(t,Caplet ii1-i
R

 

  )vK,(t),F,T,TBS(t, caplet-Tii1-i 1-i
=  

  )vK,(t),)G(FT-)(TTP(0, caplet-Ti1-iii 1-i
=        （5.3） 

   其中， 

)vK,(t),G(F caplet-Ti 1-i
 

))vK,(t),(FKN(d-))vK,(t),(F(t)N(dF caplet-Ti2caplet-Ti1i 1-i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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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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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plet-Ti1
1-i

caplet-1-iT

1-i v

0.5v)K(t)Fln(
)vK,(t),(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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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t),(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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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5.2）式與（5.3）式個別求得的利率上限買權相加後，分別可以得到用市場

利率上限選擇權波動度與用合理利率上限買權波動度所求得的利率上限選擇權

價格，透過兩者相等（即（3.16）等於（3.17）），便可校準出遠期利率的波動度。 

 需要注意的是，對於相同的利率上限選擇權，上面兩式的履約價格，是依各

個所屬的利率上限買權而定的，且採用同年期的交換率為履約價，例如在一年期

的利率上限選擇權中，每個利率上限買權都是以一年期的交換利率 (t)S0,1 為履約

價。以下將以一年期與兩年期的利率上限選擇權為例，說明如何求出模擬時所需

的波動度： 

一年期： 

其中， (0)SK 0,11 = 表示一年期的交換利率，再經由同一區間的遠期波動度為相

同，即 1caplet-0.75caplet-0.5caplet-0.25 svvv === 的假設，便可以得出在 ]1,0( 區間的

遠期利率波動度。 

二年期： 

                                  

)v0.75,K(0),5)G(FP(0,1)(0.2   

)v0.5,K(0),0.25)G(FP(0,0.75)()v0.25,K(0),.25)G(FP(0,0.5)(0

)v0.75,K(0),5)G(FP(0,1)(0.2   

)v0.5,K(0),0.25)G(FP(0,0.75)()v0.25,K(0),.25)G(FP(0,0.5)(0   

cap-111

cap-110.75cap-110.5

caplet-0.7511

caplet-0.510.75caplet-0.2510.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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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SK 0,22 = 表示兩年期的交換利率。如同一年期利率上限選擇權，對於

同一區間的遠期波動度令為相等，亦即 1caplet-0.75caplet-0.5caplet-0.25 svvv === 與

2caplet-1.75caplet-1.5caplet-1.25caplet-1 svvvv ==== ，透過 ]1,0( 區間的遠期利率波動

度 1s 與市場利率上限選擇權報價 cap-2v 便可以得出在 ]2,1( 區間的遠期利率波動

度。表 5－5 為校準出來的波動度期間結構，圖 5－4 為波動度期間結構的圖形。 

表 5－5 校準後的波動度期間結構 
期間（年） 波動度（%）期間（年）波動度（%） 

0~1 13.400 15~16 11.699 
1~2 19.215 16~17 9.953 
2~3 21.350 17~18 9.953 
3~4 21.292 18~19 9.953 
4~5 20.503 19~20 9.953 
5~6 18.145 20~21 9.953 
6~7 21.688 21~22 9.953 
7~8 16.606 22~23 9.953 
8~9 18.693 23~24 9.953 
9~10 18.465 24~25 9.953 
10~11 15.790 25~26 9.953 
11~12 13.413 26~27 9.953 
12~13 12.705 27~28 9.953 
13~14 12.555 28~29 9.953 
14~15 12.301 29~30 9.953 

                                  

)v1.75,K(0),5)G(FP(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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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校準後的波動度結構 

（四）相關係數 

 各個遠期利率是有相關性的，因此，實際上是需要求得共 12782 個遠期利

率的相關係數；然而，如此龐大數字的歷史相關係數是難以建立的，因此本文採

用分組相關，如F(0,1,91)、 )F(0,91,181 、…、 128601)F(0,12781, 共 143 為一組有相

關性；F(0,2,92)、 )F(0,92,182 、…、 128602)F(0,12782, 共 143 為一組有相關性；以

此類推，總共可分做 90 組，且每一組裡頭有 143 個遠期利率具有相關性。因此

需要藉由歷史資料找出 90 組相關係數矩陣，但為求簡化，本文僅找出第一組的

相關係數矩陣，並假設這 90 組都有相同的相關係數矩陣。 

 本文選用從 2005/2/4 到 2005/10/13 共 175 筆的歷史資料當作歷史相關係數

矩陣。在上一段提及，每組共有 143 個遠期利率矩陣，因此在做模擬時，共需要

143 個隨機變數，然而，此一數目，對於每天都要觀察交換利率的本商品過於沈

重，一定會導致運算效率過低。因此，本文將採用第三章提到的「投影」將秩數

降低至 8，以期能抽取 8 個隨機變數，再經由矩陣運算，得到共 143 個具有相關

的隨機變數。以下為相關係數降秩的流程示意圖： 



 58

 

圖 5－5 相關係數矩陣的降秩流程圖 

 所謂的矩陣運算的重點在於 Cholesky 拆解。Cholesky 拆解是將目標矩陣拆

解成一個上三角與下三角矩陣的乘積，且兩者互為對稱矩陣。由於相關係數矩陣

為 143×143 的大小，因此需要拆解成下三角矩陣，再與獨立隨機變數 143×1 相乘，

才能得到真正具有相關性的 143 個隨機變數。 

 然而，143 的抽樣數太龐大，故需要降秩。經由「投影」降秩的矩陣雖仍為

143×143的大小，但秩數已經改變至8，所以在做Cholesky拆解時，得到的143×143

下三角矩陣，只會有前八行的數值明顯大於 0，因而我們將趨近於 0 的行捨去，

可得到一個 143×8 的矩陣。最後只需要抽取 8×1 的獨立隨機變數，再與前面的

143×8 的矩陣相乘，便可得到 143×1 的相關隨機變數。此相關隨機變數，足以代

表未經降秩而得的相關性隨機變數，故本文將使用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做 Cholesky 拆解時，相關係數矩陣被限定在需有正定性

的特質；然而，本文所求得的歷史相關係數矩陣是負定的，故想直接做 Cholesky

不降秩 

矩陣運算 

降秩 

矩陣運算 

歷史相關係數 
直接抽取143個

隨機變數 

投影 

143 個隨機變數 8 個隨機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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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再抽 143 個隨機變數，本來就是行不通的。這時候的投影降秩便發揮另一

項功用－將相關係數矩陣處理至正定。而「8」這個秩數的選擇，是從投影後的

正定矩陣選一個「適當」的秩數而定的。一般而言，降的秩數越低，越不能代表

原相關係數矩陣，因此所謂的「適當」，是指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內選擇一個最

小的秩數，也就是用每個秩數下的 Fobenius Norm 相對大小來決定此「適當」的

秩數。 

（五）BGM 

 做完（一）～（四）的參數校準後，接下來直接進入遠期利率的模擬，本章

節如第四章，將採用 iQ 測度之下遠期利率 (t)Fk 的動態過程，也就是（4.1）式。 

 再來是將所需要遠期利率進行分組，以進行抽樣，總共有 90 組，每組 143

個遠期利率，表 5－6 為分組狀況。 

表 5－6 各遠期利率的分組 

組別 遠期利率 143 個一組 

1 F(0,1,91)  )F(0,91,181  … 128601)F(0,12781,  

2 F(0,2,92)  )F(0,92,182  … 128602)F(0,12782,  

M  M  M  O M  
90 )F(0,90,180  0) F(0,180,27 … 13960)F(0,12870,  

 

因此，每一組，都用（4.1）式對 ,1431,2k L= 的遠期利率，透過抽取具有相關性

的標準常態來模擬 36 年的路徑。 

在模擬的途中，要特別注意到期與否，例如第一天的模擬，F(0,1,91)已到期

為F(1,1,91)，則在第二天模擬時，便剔除掉無須再模擬此遠期利率的路徑。 

（六）LSM 

 由於本產品的發行商，具有提前贖回的權利，因此本文將透過最小平方蒙地



 60

卡羅法來決定發行商最適的贖回時點。 

 在第四章，百慕達式利率交換選擇權的特色是，可進行提前履約的對象是投

資人；然而，本章商品「六年期可贖回完美曲線每日計息票券」，可進行提前贖

回的卻是發行商。因此在第四章提及使用 LSM 的流程，第一步驟，決定「履約

價值」與「內含價值」，就必須做某些變動了。 

一般而言，最小平方蒙地卡羅法要透過比較「履約價值」與「內含價值」來

決定履約與否。然而此種比較機制，是從投資人可履約的觀點出發，而本產品不

但是發行商有可贖回條款，到期還要還本給投資人，因此，若從發行商的角度來

看，則是比較「現在贖回」與「之後贖回」那個所需要花費的金額較少。若現在

贖回的金額較少，則選擇贖回；若之後贖回的金額較少，則此時點不贖回。故在

進行蒙地卡羅法之前，要先決定何謂本產品的「贖回價值」與「不贖回價值」。 

 若在 t 時點決定贖回，則需要支付金額為 t 時點的應付利息 tc 與本金 N 元，

因此 t 時點的贖回價值 tCV ，本文採用本金加上 t 時點的應付利息金額，即

)cN(1CV tt += ；倘若在 t 時點選擇不贖回，則採用從 t 時點至到期日所有現金

流量加總的折現值為不贖回價值，即 (t)DFCFUCV i

T

ti
it ×= ∑

=

，其中 iCF 表 t 之後

的各期可能現金流量，這表示若在 t 觀測時點與 T 到期時點之間發生贖回情況，

也會一併考慮進去。而 (t)DFi 則如第四章定義，表示第 i 期的 1 元在 t 時點的價

值。事實上為了方便起見，本文都將「贖回價值」與「不贖回價值」一併折現到

評價時點，以期能更簡便判別大小。 

 由於本商品也是遠期利率相關，因此如第四章的百慕達式利率交換選擇權，

解釋變數使用各年期的交換利率（2、3、5、7、10 與 30 年期 CMS）以及貨幣市

場帳戶（Money Market Account，MMA）。此外，由於基本函數形式的差異，並

不會顯著造成價格有所差異，加上解釋變數多達七個，因此本商品簡單地使用一

次多項式來當作基本函數的形式，亦即回歸式分別與各年期交換利率與貨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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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有關，如下式（其中 tε 表誤差項）：

[ ] t

8

1

tttttttt ε
β
 
β

 MMA  30CMS  CMS01  7CMS  5CMS  3CMS  2CMS  1UCV +
⎥
⎥
⎥

⎦

⎤

⎢
⎢
⎢

⎣

⎡
= M  

第四節 模擬結果 

本商品的計息方式是視每 90 天內，符合短期交換利率恆小於長期交換利率

的天數，也就是 2CMS≦3CMS≦5CMS≦7CMS≦10CMS≦30CMS 的天數 n，則

在付息日 t 應付的利息為
360
6%

90
nct ×= 。本文模擬 5000 條路徑，共 24 個付息觀

察日。模擬資料顯示，在每一個付息區間內，符合記息條件的天數，於從 30 到

70 不等，也就是每季大約付了 0.00565%到 0.01296%不等的利息給投資人。 

縱使圖 5－1 顯示出過去十年的不同年期利率交換走勢，有越來越靠近的趨

勢，甚至會讓人有往後天數容易交錯的感覺，一切都傾向於對發行商有利的情

勢，但上面的付息狀況，在加入最小平方蒙地卡羅法後，發行商大致上在第十七

個付息日之前，都會有提前贖回的狀況發生，事實上，有九成的提前贖回是發生

在第十一個付息日之前。這也代表交換利率走勢，在時間一拉長下，會趨近於長

天期恆大於短天期的走勢，此時若發行商沒有贖回權，整個局勢反而是對投資人

較有利的。 

 本產品發行面額 10,000 美元，發行價使用百分之百面額計算，用 5,000 條路

徑模擬出來的結果為 9,940.2137 美元（標準差 0.0137）；然而在不考慮發行商可

贖回的情況下，純債券價格為 10,055.1885 美元（標準差 0.0332），因此，產商的

可贖回權利的價值為 10,055.1885－9,940.2137＝14.9748 美元，也就是本票券每

張的選擇權價值有 14.9748 美元。 

 如果手續費採 1%計算，則發行商每張票券可得(10,000－9,940.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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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159.7863 美元的利潤，該票券總共發行了 426
000,10

000,260,4
= 張，因此 

這次發行的總利潤為 868,068.9637863.159426 =× 美元。而每張的 6 年總利潤率

有
159.7863 1.607%
9940.2137

= ，所以每年平均報酬率有 6 1.01607 1 0.266%− = ，故發行

商每年約有 0.266%的收益。 

 

第五節 敏感度分析 

（一）Delta 

 避險參數 Delta，代表標的物的輕微變動，造成商品價格的變動多寡。就本

商品而言，是指殖利率整條曲線平移後，造成商品價值的變動大小。本文使用有

效存續時間（Effective Duration）的概念，即 

   
rV(r)2

r)]V(r-[V(r)V(r)]-r)[V(rDelta
∆

∆−+∆+
=  

在此採用殖利率整個平移 10bp，亦即 10bpr =∆ ，會造成票券價值變動多少。 

以下為變動結果： 

表 5－7 Delta  

r)V(r ∆+ 99.1728 
V(r)  99.4021 

r)V(r ∆− 99.5426 
Delta -0.0186%

 一般來說，殖利率若變高，會造成票券價格降低，上表的確呈現這樣的趨勢。

而 Delta＝-0.0186%，則表示當殖利率變動 1bp，會造成整個票券的價值變動

-0.0186%。因此當殖利率走勢有平移現象時，可以根據這個數值簡單地做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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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例如當觀察到殖利率曲線可能整個往上平移 1bp 時，最簡單的方法是從市

場上作反向操作買回此票券；反之亦然。 

（二）Gamma 

 避險參數 Gamma，代表標的物的輕微變動，會使 Delta 變動多少。此處指殖

利率曲線平移後，造成 Delta 值的變動為何。本文使用有效凸性風險（Effective 

Convexity）的概念，即 

   

2r)V(r)(
r)V(r2V(r)-r)V(r              

r
rV(r)

r)V(rV(r)
rV(r)
V(r)-r)V(r

              

r
r)Delta(--r)Delta( Gamma

∆

∆−+∆+
=

∆
∆

∆−−
−

∆
∆+

=

∆
∆∆+

=

 

如同 Delta，在此讓殖利率曲線平移 10bp，亦即 10bpr =∆ ，再看對 Delta 造成的

影響。從表 5－7 可以直接得出 Gamma＝-0.00000828=-0.0828bp。表示當殖利率

曲線平移 1bp，造成整個 Delta 值反向變動了 0.0828bp，所以本商品不具有凸性

性質。若發行商想採用動態避險，則必須將 Gamma 值考慮進去，隨時動態調整

所需要的 Delta 值。 

（三）Vega 

 避險參數 Vega，表示標的物的波動度變動，會影響商品價值變動多寡。類

似於 Delta 的概念，此處讓波動度期間結構整體移動 1%後，看票券價值會變動

多少。所以令 1%∆σ = 後，看票券價格的變動為何。如同 Delta 的算法，公式表

示於下： 

σ) σ V(2
σ)]V(σ-) σ [V(  )] σ V(-σ)[V(σVeg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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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Vega  

σ)V(σ ∆+ 99.1961 
) V(σ  99.4021 

σ)V(σ ∆− 99.6138 
Vega -0.2101%

 由上表求出 Vega＝-0.0210%，表示波動度期間結構每平移 1%，會造成票券

價值反向變動 0.0210%。這是由於本票券的付息條件是所有長天期的交換利率要

恆大於短天期的所有交換利率，而如圖 5－1，在評價時點，交換利率從 2 年期

到 30 年期的整體走勢都已經相當符合計息條件；然而，波動度變大反而容易造

成 LIBOR 整體走勢有巨幅變動，間接可能影響到各年期的交換利率走勢，因此

在本票券的計息條件之下，波動度變動會對價格產生反向影響是無庸置疑的。 

 

第六節 發行商策略、投資人策略 

（一）發行商策略 

 假設在第一個付息日發生了每天都符合計息條件的極端情況，也就是交換利

率完全符合短天期小於長天期的特殊情況，則投資人可以拿到全部 6%×90/360

的完全利息，且此時的贖回價格在期初為 10,046.82
)0415.01(

%)6
360
90

90
901(000,10

36090 =
+

××+
，

不但高於發行成本的 9,940.2137 美元，還高過發行價格。所以在發行之後，如果

突然出現了與發行商預期走向完全相反的局勢，為了避免受到更多損失，發行商

一定會在第一期贖回。 

另一個極端方向，如果交換利率走勢完全如發行商所預測，則只需要在期末

以面額 10,000 美元還本，發行商因而享受了不用付息的好處，在期初時點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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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可享有 10,000－ 6)0.0482381(
000,10

+
＝10,000-7,537.73＝2,462.67 美元的利潤。 

由於此種商品具有可贖回條款，因此對發行商而言不太容易蒙受損失，所以

原則上只要注意交換利率整體走勢即可。在整體交換利率走勢有可能交錯的情況

下，是不需要採用贖回條款；當不同年期的交換利率緊靠在一起，可以先稍微觀

察一下，再決定贖回與否；若交換利率整體走勢很明顯有長年期高於短年期的情

況，且持穩定發展，那發行商勢必要好好思考贖回條件的使用時機，通常立即贖

回會比較占有優勢。 

根據模擬出來的結果，發行商大概都會在第十七個付息日之前就使用贖回條

款，不會讓投資人持有到最後。由於贖回與否需要看付息大小與還本金額的價

值，這代表著兩種可能意涵：第一種為發行商認為過了第十七個付息日之後的交

換利率走勢不利於自己，可能需支付較高額的利息，於是使用贖回條款；第二種

則是認為越晚還本越有利，也就是折現率在前後期的影響，使得還本價值在越後

期越低，因此發行商選擇晚一點還本。綜合以上兩個意涵，才讓此商品具不會太

早被贖回，又不至於在期末才被贖回的特質。 

（二）投資人策略 

 對於投資人而言，由於本商品具有贖回條款，發行商相對有利，故購買此產

品者是屬於較被動的一方。所以可以先區分成想走短線或想長期投資的投資人來

擬定投資策略。 

對於短期投資者，事實上要具備隨時被「提早」贖回的心理準備。因為對於

短期投資者，他們要的是馬上可見的高利息收入，並且偏好具有高流動性的投資

行為，但相對的，當市場發生高利息支付的情況，表示交換利率走勢與發行商預

測相反，為避免發行者損失擴大，本票券極易被提前贖回。所以在這樣的心裡條

件之下，唯有投資人預期交換利率走勢容易發生短天期小於長天期，才適合真正

下手投資，尤其認為第一期就可能被贖回的投資者，更應該立即購買賺取短利。 

 至於長期投資者，反而是希望不會被提前贖回，甚至最好到期末都沒有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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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此類投資人一方面希望能得到較安穩的利息收入，另一方面又希望該利息

收入能稍微高於一般固定收益債券。可想而知，在預期交換利率走勢不會讓發行

者急於贖回，又不至於讓自己處於無息的情況下，投資人會願意長期持有。 

 倘若次級市場存在，且投資人預期下期很有可能被提前贖回，則長短期投資

人除了選擇繼續持有之外，還可選擇在次級市場售出，以得到當時的票券價格。

當然，這是建立在持有者能準確預測下一期的現金流量收入會明顯小於現在的售

出價格。因此，相較於發行者，投資人似乎更需要注意市場整體的交換利率走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