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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利率模型 

從早期的短期利率模型(Short Rate Model)，一直演進到目前廣為大家接受的

市場模型(LIBOR Market Model)，利率模型不斷地推陳出新，而這些模型一般可

依其背後的假設，分為均衡模型(Equilibrium Model)和無套利模型(Arbitrage-Free 

Model)兩大類。在實務上，利率模型的好壞與否取決於兩個要點，一是結果要與

市場的利率期間結構相符，二是評價方法能盡量簡單而有效率。在這一節將回顧

利率模型演進的歷史，並說明比較各模型的特性及優缺點。 

 

(一) 均衡模型 

均衡利率模型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基於均衡理論而推導出的模型，雖富

有財務經濟意涵，但因其為內生模型，推導出的利率期間結構往往與市場不符，

使得理論價格和實際價格間有誤差。目前實務上已經鮮少有人使用，並被後來的

無套利模型所取代。 

 

1. Vasicek (1977) 

Vasicek 模型是短期利率模型的一種，也是最早假設利率有均數回歸(mean 

reversion)特性的模型，並且屬於 Ornstein-Uhlenbeck 隨機過程，其利率  的隨機

過程如下： 

 

其中，  影響利率均數回歸的速度，  則代表短期利率的長期水準，  是短期利

率的波動度， 是在自然機率測度下的布朗運動。每當利率偏離了長期水準 ，

便會被均數回歸的力量所拉回，若回歸係數  的值愈大，則拉回的力量愈大、回

歸的速度愈快。 

 然而，由於短期利率  是常態分配，在模型中利率可能會出現負值，這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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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情況不符；另外，因為 、  和  都是常數，不會隨著時間變動，模型難以

準確描繪出市場上的利率期間結構。 

 

2. CIR (Cox-Ingersoll-Ross,1985) 

相較於 Vasicek 模型，CIR 模型中的擴散項(diffusion term)係數由  改變為

，當利率愈低時波動的程度就愈小，此舉解決了原先短期利率可能為負值

的問題。 

 

 因為隨機過程中的 、  和  仍然不會隨著時間變動，CIR 模型面臨著相同

的問題，它難以準確描繪出市場上的利率期間結構；而且，擴散項的改變使得短

期利率  呈現非中央卡方分配(Noncentral Chi-Square Distribution)，讓模型的校準

和計算都變得複雜許多。 

 

(二) 無套利模型 

由於均衡模型會有利率期間結構與市場不一致的問題，後來的學者應用無套

利的理論，並直接採用市場的利率期間結構，發展出了無套利模型；因為模型內

的參數被設定為時間的函數，可以根據市場上的資料進行調整，使得推導出的利

率期間結構能與市場吻合，因此受到實務界的廣泛應用。 

 

1. Ho-Lee (1986) 

Ho-Lee 模型是最早提出的無套利模型，此模型將隨機過程中的漂移項設定

成時間的函數，利用其變動來調整模型，使得推導出的利率期間結構能與市場一

致。其利率  的隨機過程如下： 

 

因為波動度參數設定為常數，此模型不能準確描繪出市場上的波動度期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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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模型也不俱備均數回歸的特性，不論利率是高或低，走勢都不會改變，這

使得利率可能會出現負值，與現實的情況不符。 

 

2. Hull-White (1990) 

Hull-White 模型拓展了先前的 Vasicek 模型，將各個參數都設定為時間的函

數，並且保留了均數回歸的特性，能夠準確地描繪出市場上的利率期間結構和波

動度期間結構。 

 
′  ,  ′  

從上面的式子觀察，Vasicek 模型可看成是 0 時的特例，CIR 模型則是0.5 時的特例，Ho-Lee 模型也可看作是 0 且 0 時的特例。因為模

型設定短期利率是常態分配，利率會有出現負值的可能性。後來，他們以此模型

為基礎發展出利率三元樹，成為市場上被廣泛應用的方法之一。 

 

3. BDT (Black-Derman-Toy,1990) 

BDT 模型與前述模型不同，其假設短期利率為對數常態分配，使得利率不

會有負值出現；另外，經由模型中參數  和  的調整，能夠與市場上的利

率期間結構和波動度期間結構一致。 

′
 

不過，對數常態分配的設定使得模型不適用於評價債券及債券選擇權，而且

利率會有不合理的均數散逃(mean fleeting)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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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JM (Heath-Jarrow-Morton,1992) 

HJM 模型是第一個改以瞬間遠期利率為基礎的利率模型，其將 Ho-Lee 的斷

續時間模型概念推展為連續時間下的多因子遠期利率模型。在自然機率測度下，

模型的遠期利率隨機過程為： , , , ·  

此處， ,  為時間  的遠期利率曲線， , , , , , , ,
則代表了遠期利率波動度曲線，而 , , ,  是 N 維的布朗運動。 

遠期利率模型的優點在於採用當期的利率期間結構，因此直接與零息債券價

格關聯。不過，HJM 模型的遠期利率隨機過程是非馬可夫鏈(Non-Markovian)，

使其利率二元樹的節點會有無法重結(recombining)的問題，讓利率衍生性商品的

評價變得複雜。另外，由於模型的參數較多，校準的工作並不容易。 

 

5. BGM (Brace-Gatarek-Musiela,1997) 

之前所述的模型雖然能夠貼近市場的期間結構，但不論是瞬間短期利率或瞬

間遠期利率，皆無法直接由市場上觀察到，於是有一群學者在 HJM 模型的基礎

上，發展出了市場模型；此類模型使用的利率，便是市場上能直接觀察到的間斷

簡單利率，例如 LIBOR 或交換利率(Swap Rate)。 

依據描述的利率不同，市場模型可分為兩派，一派是由 Brace、Gatarek 及

Musiela(1997)率先提出的對數常態遠期 LIBOR 模型(Lognormal Forward-LIBOR 

Model, LFM)，另一派則是由 Jamshidian(1997)提出的對數常態遠期交換利率模型

(Lognormal Forward-Swap Model, LSM)。在 LFM 之下，可以推導出評價利率上

限選擇權(Cap)的 Black’s Cap Formula；而在 LSM 之下，可以推導出評價利率交

換選擇權(Swaption)的 Black’s Swaption Formula。由於利率上限選擇權和利率交

換選擇權是全球利率選擇權市場中，最重要的兩個商品，而上述兩個評價公式早

已是市場所使用的標準公式，在市場模型出現之前，沒有能夠解釋這兩個評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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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利率動態過程，所以市場模型廣泛受到大家的重視。 

雖然 LFM 和 LSM 能夠分別由 Black’s Cap Formula 和 Black’s Swap Formula

建立完整的波動度期間結構，並且直接利用市場的資料來進行參數的校準，但兩

者間卻有著模型假設互斥的問題。在 LFM 之下，遠期 LIBOR 為對數常態分配，

於是會推導出遠期交換利率不可為對數常態分配，而在 LSM 中則是呈現相反的

情況。於是，在 LFM 和 LSM 之間做選擇，成了一個困難的課題。本論文中是

採用 LFM，也就是俗稱的 BGM 模型，來進行利率之結構型商品的評價與分析，

主要原因是商品之連結標的為美元 LIBOR，至於詳細的評價方法，則將會在下

一章為各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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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構型商品 

結構型商品，指的是那些在期初支付本金，而之後各期的利息給付水準及期

末可領回本金，取決於連結標的之表現的金融商品。一般來說，結構型商品可以

視為零息債券與隱含選擇權的組合，依其組合的方式可以概分為兩類，一類是買

進隱含選擇權的保本型商品(Principal-Guaranteed Notes, PGN)，另一類則是賣出

隱含選擇權的股權連結商品(Equity-Link Notes, ELN)。 

 

(一) 保本型商品 

保本型商品的定義是說，該商品於期末到期時，不論商品連結標的之表現是

好是壞，皆保證投資人能夠領回一定比例的本金。因此，保本型商品在契約建立

之初，便會明定商品的保本率及參與率，保本率是指期末保障本金的比例，而參

與率則是商品收益率與投資標的報酬率間的比例關係。一般保本型商品的期末收

益可以下式表示： 

期末收益 面額 保本率 參與率 標的報酬率, 0  

所以保本型商品可視為買入零息債券與買入隱含選擇權的組合。一般來說，當參

與率設定越高，則需要花越高比例本金來購買選擇權，因此保本率越低；反之，

當投資人所要求的保本率越高，能獲得的參與率便越低。 

 

(二) 股權連結商品 

股權連結商品的設計原理，是利用買入零息債券與賣出隱含選擇權的組合，

來提高債券的收益率，投資人在期末除了能享有零息債券的利息，還能收到選擇

權的權利金。然而，高報酬也意謂著高風險，當選擇權的部位發生損失，投資人

便會損失部分本金；在最糟的情況下，投資人可能會損失全部本金。股權連結商

品的期末收益有固定上限，而損失則沒有下界，正好與保本型商品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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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奇選擇權 

新奇選擇權，所指的是那些有著奇特報酬型態的選擇權，一般來說可粗略分

為三類，第一類是路徑相依選擇權，第二類是多因子選擇權，第三類則是時間相

依選擇權，也有一些選擇權是同時具有兩類的特性。路徑相依選擇權的報酬與標

的資產過去的價格路徑有關，常見的有平均式選擇權、界限選擇權、回顧型選擇

權及階梯選擇權。多因子選擇權的報酬同時決定於兩種以上標的資產的價格，常

見的有彩虹選擇權及組合式選擇權。時間相依選擇權的報酬與時間及當時股價都

有關係，著名的有後定選擇權及遠期生效選擇權。還有一些常見但難以分類的新

奇選擇權，例如二元素選擇權、百慕達選擇權。下面將為大家介紹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新奇選擇權： 

表 2-1 各種新奇選擇權 

平均式選擇權 其報酬取決於過去股價的平均，又稱亞式選擇權 

界限選擇權 

也稱為障礙選擇權，當標的資產碰觸到了界限價格

時，選擇權便會生效或出局，因此可細分為上生效、

下生效、上出局、下出局選擇權等四種型態 

上限型選擇權 
類似於出局選擇權，但是當標的碰觸到界限時，選

擇權不會出局，而是會結算並獲得報酬 

回顧型選擇權 

其報酬會和存續期間內標的資產的最低價或最高價

相關，一類是以最低或最高價作為履約價格，另一

類則是以最低或最高價取代期末的資產價格 

階梯選擇權 

與回顧型很類似，當標的資產價格碰到階梯價格，

此階梯價格便會被記錄，若期末價格差於該階梯價

格，便以此階梯價格取代期末價格計算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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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選擇權 

其報酬取決於兩種以上標的資產之績效，也被稱為

多資產選擇權，常見的有較佳、較差選擇權以及最

大值、最小值選擇權 

組合式選擇權 
又稱為一籃子選擇權，其期末報酬決定於一籃子標

的資產價格的平均，而不看個別資產價格 

後定選擇權 
此種選擇權的擁有人，可等待至到期日前的某一段

時間中，再決定該選擇權的型態要是買權還是賣權 

遠期生效選擇權 
此種選擇權在購買後，要等到未來某特定時間才會

生效，而履約價也是依生效當時的資產價格來決定 

複合選擇權 
這是一種選擇權的選擇權，以其它選擇權的價格作

為標的，在期末可用履約價買賣其它選擇權 

二元素選擇權 
此種選擇權的期末報酬僅有固定的兩種值，常見的

有現金或無選擇權、資產或無選擇權 

百慕達選擇權 

此種選擇權的定位介於歐式與美式中間，雖可以提

前履約，但只能在幾個固定的履約日，而且各履約

日的履約價格可能會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