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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結構型債券（Structured Notes）是固定收益證券與衍生性商品結合的

證券。固定收益商品，指的是債券、銀行定存、國庫券等商品；衍生性商

品部分則依標的資產不同，可區分為信用、股價、商品及利率連動。至於

獲利的高低則依所連結的標的之表現而訂。具體而言，結構型商品是固定

收益證券的利息或本金與某種商品價格、價格指數或某特定事件做某種方

式連結的金融工具。 

一個結構型債券有三個基本要素： 

(1) 固定收益證券連結成份：本金、利息或兩者都有；若是零息債券，則

連結者一定是本金。若是附息債券，則連結者可能是利息、本金或債

券全體。 

(2) 連結對象：這可以是商品價格(例如股票價格、美元匯率、黃金價格)、

價格指數(例如股價指數、物價指數)或某種特殊事件的發生(例如違約

事件、自然災害事件)。 

(3) 連結方式：主要是買賣遠期契約(強迫性的連結)或買賣選擇權(買權或

賣權，屬於非強迫性的連結)。 

在市場上可觀察到許多金融機構出售的結構型商品，其收益型態可以

清楚的瞭解，但是要將其收益型態分解為債券與衍生性商品之各別成分則

需要深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答案。將既定結構型商品分解為基礎成份是必

要的工作，因為我們因而可利用現成的財務訂價方法對各基礎成份訂價，

然後再將所有成份價格加總起來而得到整個結構型商品的價格。同時，這

種分解的工作也提供了發行者避險的方法。以下就針對各種不同的結構型

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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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構型商品的介紹 

結構型商品依其內含選擇權的性質，可區分為隱含賣出(short)選擇權

的股權連結商品（Equity Linked Notes, ELN），或稱高收益債券(High Yield 

Notes, HYN)與隱含買進（long）選擇權的保本型商品（Principal Guaranteed 

Notes, PGN）。結構型商品主要是以契約簽訂方式完成交易，契約內容將約

定交易價金、契約本金、連結標的資產成分、利率、付息期間、期末報酬

計算方式、違約賠償等各項券商與交易相對人間的權利義務事項，而保本

型商品契約除上述約定條款外還會加以約定保本率與參與率。 

(一) 股權連結商品 

股權連結商品是一種結合固定收益證券及賣出選擇權的結構性商

品，因此透過不同選擇權型態的設計，我們可以讓股權連結商品的報酬型

態產生不同變化。股權連結商品所連結的股權標的，可以涵蓋個股、特定

類股指數、一籃子股票或是股票，而一般發行機構在發行股權連結商品的

連結標的時，選擇股權標的之原則不外乎是高流動性及高知名度的個股。

投資人的收益，除了拿到買進定存單、債券等固定收益商品的利息收入

外，還有賣出選擇權的權利金收入，故投資人之收益會較單純投資定存、

債券為高，故此類商品又稱為高收益債券。 

 

 

 

圖 2-1 ELN 交易流程圖 

 

ELN 所隱函的選擇權部份，可以是看多、看空、看盤整等各種形式的

選擇權。以看多型為例，最簡單的就是結合固定收益證券以及賣出賣權的

發行商 投資人 

支付 ELN 交易價金

交付 ELN 憑證 

(買進固定收益+賣出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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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 

 

圖 2-2 看多型 ELN 到期報酬結構 

由圖 2-2我們可看出看多型ELN的到期報酬為固定收益證券再加上賣

出賣權的收益，所以若到期時連動標的價格如同預期般的上漲，則投資人

可以拿到比直接投資固定收益商品還高的報酬。但是，如果標的價格下

跌，則投資人必須承擔連動標的之跌價風險，當到期時標的價格跌價大過

於投資人之固定收益(固定商品利息+選擇權權利金收入)時，反而會有總本

金損失的可能。 

目前國內主管機關規定股權連結商品的承做天期為二十八天至一年

間，屬於短天期的投資工具。當投資人認為股價將陷入盤整時，便可以考

慮調整投資組合配置比重，將銀行定存，債券型基金或投入股市的資金，

轉去從事 ELN 的操作，賺取固定收益商品的利息收入及選擇權的權利金。 

(二) 保本型商品 

保本型商品係指交易相對人在到期時，至少可獲得事先約定某一比例

的投資本金，而實際的總報酬則是隨著連結標的資產價格成長幅度而定。

保本型商品所連結的股權標的涵蓋個股或是一籃子股票、特定股價指數、

$

連動標的價格 
屐約價 

(1)賣出賣權 

(2)固定收益證券 

(3)=(1)+(2) ELN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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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型態商品。簡單來說，保本型商品可視為零息債券與買入選擇權的組

合，而發行券商依據對資產價格走勢的預期，將選擇權的型態設計為買權

或賣權組合，而在期末結算損益時，因選擇權價值必定不低於零，故投資

人最多僅損失權利金部分，而本金仍能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圖 2-3 PGN 交易流程圖 

一般保本型商品到期時，投資者可收到的金額如下式： 

期末報酬=保本型商品之面額本金×[保本率+參與率×選擇權] 

其中，保本率為保障投資人到期時可拿回的最低金額與期初投資本金

的比率，參與率為保本型債券實際參與所連結標的獲利的比例，而選擇權

是指連結投資標的的非負報酬。一般說來，保本率愈高則參與率愈低，這

是由於參與率較高之商品，於投資初期，必須將較大部分投入本金購買選

擇權，故保本率會降低。 

 

圖 2-4 看多型 PGN 到期報酬結構 

PGN 所隱函的選擇權部份，可以是看多、看空、看盤整等各種形式的

$

連動標的價格 

屐約價 

(1)買入買權

(2)固定收益證券

(3)=(1)+(2) PGN 收益 

保本金額 

發行商 投資人 

支付 PGN 交易價金

交付 PGN 憑證 

(買進固定收益+買進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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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以看多型為例，最簡單的就是結合固定收益證券以及買進買權的

組合。 

圖 2-4 是假設參與率為 1 時看多型保本型債券的到期報酬結構。我們

在此可以看出投資 PGN 的好處，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其投資具一定程度之

保障。投資人的收益，期滿後除了可取回依約定比例領回之本金(保本金額)

外，還可以在選擇權標的物上漲時，參與標的之漲幅。若標的股走勢與預

期相反，則投資的下檔會受到保本金額的保障。 

保本型債券的投資期限為三個月到十年，屬於中長期的投資工具。對

無法忍受定存的低利率，想投資但又不願意承受太大風險的投資人來說是

極佳的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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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奇選擇權 

結構型商品為結固定收益商品與衍生性商品的新金融商品，所以經由

各式各樣的組合可以創造出無限種類的創新商品。 

 

圖 2-5 新奇選擇權的種類 

 

新奇選擇權大致上可分為四大類： 

(一) 路徑相依(Path-Dependent)選擇權 

路徑相依選擇權，也就是選擇權的報酬和選擇權的存續期間的標的物

價格有相關，這種新奇選擇權又稱為路徑相依選擇權。一般標準歐式選擇

權到期的價值取決於標的資產到期日的價格與履約價格之差，而不論這期

間標的資產的價格如何變動。但是路徑相依選擇權的價值取決於標的資產

過去的價格路徑。 

新奇選擇權種類

路徑相依 時間相依 多因子 報償修改 

亞式 

界限型 

回顧型 

階梯型 

喊價型 

抉擇型

遠期生效

後付型

彩虹型

極大/極小

較佳/較差

變量型 

價差型 

數據型

次方型 

條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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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選擇權(Barrier Option)又稱為障礙選擇權。它是存在一種界限價

格，當連動標的碰觸到界限，便有不同的結果發生，可能是出局(Out)或是

入局(生效)。生效選擇權是當標的價格碰到界限價格時選擇權就自動生

效；出局選擇權則是資產價格碰到界限價格時選擇權就自動出局生效。另

外界限價格也可計為上限、下限，或是上下限。 

(二) 時間相依(Time-Dependent)選擇權 

此種選擇權的報酬與時間和當時的標的物價格有關。一般常見的時間

相依選擇權有抉擇型選擇權(Chooser Option)，選擇權的持有人有權在到期

前某一段期間，決定該選擇權為買權或賣權。遠期生效選擇權(Forward Start 

Option)，買方在期初支付權利金，但是在未來的某一時點，此選擇權才生

效。 

(三) 多因子(Multi-Factor)選擇權 

標準歐式或美式選擇權，其價值取決於單一資產的價值；而多因子選

擇權的價值取決於二種或多種標的資產的價格。 

彩虹選擇權(Rainbow Option)的價值是取決於兩種或多種資產價格的

績效，因此也稱為多資產選擇權。極大值選擇權(Option on the Maximum)

或極小值選擇權(Option on the Minimum)的報酬是取決於一籃子資產中最

大或最小者。變量型選擇權也稱寬他選擇權(Quanto Option)，是一種結合

股權與匯率的選擇權。互換選擇權(Exchange Option)則提供持有人有權利

以某種資產交換另一種資產。 

(四) 報償修改型(Payoff Modified)選擇權 

報償修改型選擇權顧名思義就是將傳統選擇權的報償方式加以改

變。常見有數據選擇權(Binary Option)、次方選擇權(Power Option)、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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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Contingent Premium Option)等。 

數據選擇權又稱數位選擇權 (Digital Option)或打賭選擇權 (Bet 

Option)，其報酬只有兩個固定值，數值選擇權的報酬有以下二種： 

(1) 現金或無償選擇權(Cash or Nothing Option) 

假設在契約到期日，標的資產價格高於履約價格，持有者將獲得

一筆固定的金額 X，如果在到期日，標的資產價格低於履約價，

則持有者將沒有任何收益，報酬型態如下： 

 
,   if 

0,    if 
T

T
T

X S K
C

S K
≥⎧

= ⎨ <⎩
 

(2) 資產或無償選擇權(Asset or Nothing Option) 

假設在契約到期日，標的資產價格高於履約價格，持有者將獲得

標的資產，如果在到期日，標的資產價格低於履約價，則持有者

將沒有任何收益，報酬型態如下： 

 
,   if 

0,    if 
T T

T
T

S S K
C

S K
≥⎧

= ⎨ <⎩
 

除了以上介紹的幾種常見種類的新奇選擇權外，目前利率連動債券上

也常見一種目標贖回(Target Redemption)條款。例如該債券設定一目標配息

上限，在投資期間內，若在到期前浮動利息支付已達該上限，則此債券自

動提前到期，投資人可以在比原本預估的投資期限短的時間拿回本金及利

息，故可增加年化的投資報酬率。此一概念在 1999 年開始已經運用到股

權上，通常是連結到一籃子股票，取其最差報酬為配息計算基礎，當累積

配息達某一設定的水準則自動提前到期。本文所介紹的股權連結式目標贖

回債券即屬此類債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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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信用衍生性商品 

信用衍生性商品為一種移轉或規避信用風險的契約，能單獨處理資產

中的信用風險。一方支付費用，將標的資產（Reference Asset）的信用風

險移轉給交易對手，當標的資產的信用品質變動時，交易對手將擔負起因

信用變動所產生的損失，提供保障。 

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共分為三大類：信用風險商品 (Credit Risk 

Products)、信用連結票券(Credit Linked Notes)、重組信用連結債券(Repacked 

Credit Linked Notes)。接下來我們將針對各大類的代表性產品詳細說明。 

(一) 信用風險商品: 信用風險直接衍生出來的產品 

1.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s) 

避險銀行透過支付對手銀行固定的費用, 將該公司承受的信用風險轉

由對手銀行承擔。當發生倒閉時對手銀行須支付避險銀行該債券的倒閉損

失。 

此產品的概念類似保險，避險者(要保人)支付權利金(保費)給投資者

(保險公司)，由投資者承擔標的資產發生違約時的損失。 

信用違約交換為目前市佔率最高的信用商品。 

 
圖 2-6 信用違約交換 

 

 

 
避險銀行 

 
對手銀行 

權利金 

Max(0,違約之損失)  

若標的物發生信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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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報酬交換（Total Return Swaps，Total Rate of Return Swaps） 

簡單來說，總報酬交換相當於另一種融資形式。銀行將整體債權(價值

變動,利息,費用)轉給投資人，換取浮動或固定利息。投資人僅支付小額的

利息即可擁有標的資產的總報酬率。 

 

圖 2-7 總報酬交換 

 

TROR 的投資人負擔該標的資產的價格風險及倒帳風險。TROR 的支

付者則為該標的資產的法定持有者。一般來說，若標的資產於契約到期前

發生倒帳，此契約立即終止，投資者將承擔倒帳損失。通常 TROR 投資人

的最大目的就是要獲得槓桿效果。投資者期初無現金支付。交割通常是以

淨值（差額）方式（亦即是以總報酬率減去 LIBOR+Spread）進行，若為

正，投資者並無任何現金流出，卻獲得淨現金流入；反之，必須支付差額

給總報酬的支付者。就總報酬的支付者而言，其動機則為對標的資產的價

格風險及倒帳風險創造避險的方法。 

與信用違約交換比較，TROR 的投資人除了承受信用風險外，也承擔

了標的資產的價格風險。 

 

3.信用價差產品(Credit Spread Products) 

信用價差指的是債券殖利率超過政府債券殖利率的部分。此價差表示

避險銀行 

(擁有風險性資產者)

投資人 

(獲得總報酬者) 

標的資產 

總報酬率 

總報酬率 

LIBOR+Spread 



 15

購買風險性債券的風險貼水。常見的信用價差產品有信用價差交換(Credit 

Spread Swap)、信用價差選擇權(Credit Spread Option)等。 

投資人及金融機構可利用信用價差賣權保護因信用評等上升所損失

的投資報酬率。因此當某債券的信用評等上升時(即信用價差下降)，信用

價差賣權獲利，藉以彌補風險貼水降低的損失。或是公司企業及金融機構

未來融資時，可能會因市場信用價差上升而必需支付較高的利率，此時可

利用信用價差買權來規避信用價差上升的損失；當整體市場的信用等級下

降時，該買權將會獲利，藉以補償增加的籌資成本。 

 

(二) 信用連結債券(Credit Linked Notes) 

信用連動債券屬於結構型債券，整合固定收益證券以及上述信用衍生

性商品的產品，使投資人透過債權或證券直接面對信用風險。 

 

1. 信用違約連結債券(Credit Default Linked Notes) 

信用違約債券可以視為浮動(或固定)利率債券加上違約交換。信用違

約債券的投資人視為提供違約交換保障的一方，稱為信用保護賣方；發行

者則是為了控制其違約成本而尋求違約保障的一方，稱為信用保護買方。

信用違約債券是透過本金贖回部份的設計進行違約償付以及回收比率的

調整，以達到轉移違約風險的目的。 

信用違約連結債券可以視為下列兩項交易的整合： 

(1) 浮動(或固定)利率資產：投資人購買浮動/固定利率債券。 

(2) 信用違約交換。 

當債權銀行希望發行債券且欲針對握有之信用風險部位進行避險

時，必須在市場上發行債券給投資人之外，並需與衍生商品經紀商進行信

用違約交換。然而，這兩項交易其實可以被單一的發行信用違約連結債券

交易所取代。而投資人購買此債券則承擔了標的資產的信用風險。 



 16

 

圖 2-8 信用違約連結債券 

 

2. 總報酬信用連結債券(Total Rate of Return Credit Linked Notes) 

總報酬信用連結債券交易可以視為單純的浮動利率債券交易加上總

報酬交換之整合。因此，總報酬連結之信用連結債券可以分解為下列兩項

交易： 

(1) 浮動/固定利率資產。 

(2) 總報酬交換。 

與信用違約連結債券比較，總報酬信用連結債券的投資人除了承擔信

用風險外，也承擔了標的資產的價格風險。 

 

3. 信用價差連結債券(Credit Spread Linked notes) 

與總報酬信用連結債券類似，不過本金贖回受到信用利差的影響。信

用價差連結債券可以視為下列兩種商品的整合： 

(1) 浮動/固定利率資產。 

(2) 總報酬交換。 

例如:投資者投入本金獲取浮動利率，到期贖回本金。該本金贖回價值

計算方式為：原始本金+(槓桿倍數)x(120bp- Credit Spread)。所以當信用價

 
投資人 

 
發行商 

 
信用違約交換 

固定/浮動利率

fee Max(0,違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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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變小，亦即信用風險降低，則投資人獲利。 

(三) 重組信用連結債券 

透過中介機構，對信用風險進行重新組合，增加或是移除信用風險，

使原本市場上不存在的信用風險產品透過中介機構的運作而得以在市場

上交易。 

1. 資產交換證券化(Securitized Asset Swaps) 

1985 年以前的 Asset Swaps 為私下承作，並未公開證券化。資產交換

證券化有以下的優點:增加信用品質、使利率與貨幣符合投資人需求、增加

交易流動性。 

例如:市場上並沒有以美元計價的固定利率英國政府公債，XYZ 公司

知道該公司客戶有這樣的需求，於是用美金購買英國政府公債,並透過匯率

交換後握有固定利率的英國公債，接著 XYZ 公司在市場上發行以美金計

價的固定利率債券，該債券並擁有 AAA 等級的債券評等(該債券信用評等

是透過英國公債加上該利率交換的評等)。 

 

圖 2-9 資產交換證券化 

 

Repacking vehicle 
XYZ 

投資人 

匯率交易對手 

浮動利率 

匯率交換  

固定利率 

用美金購買英國政府公債 

US$100 萬元 

英國 

發行以美金計價的 

固定利率債券 US$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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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成信用資產(Synthetic Credit Asset) 

Repacking vehicle 購買低信用風險(高信用評等)的 A 債券之後與信用

風險經紀商進行 TROR 或 CDS 換成特定信用風險(信用風險較高)的 B 債

券，收取費用並承擔較高的信用風險。於是，Repacking vehicle 發行以 B

債券為標的之債券。 

因此，投資人可以獲得 B 債券的利息報酬(較 A 債券高)加上收取的費

用(由信用風險經紀商支付)，但是必須承擔較高的信用風險(B 債券信用風

險)，當 B 債券發生倒閉時則本金贖回價值降低。本商品的優點在於：與

直接投資 B 債券相較，投資人可以獲取較高的報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