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這裡首先回顧國內外的選舉事件研究文獻，而後為了利用選擇權市場而來的

風險中立機率分配圖形，我們須先了解風險中立機率密度函數相關的模型，最後

是藉由模型推導出圖形後的應用方式。因此本章可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探討選舉

事件研究，接著介紹風險中立機率密度函數的相關模型，再回顧有關風險中立機

率分配圖形應用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 選舉事件研究  

 

    大部分的選舉事件研究，大多是針對制度面、策略面或法令面進行探討，特

別是台灣的選舉研究。以下整理出一些針對選舉事件可能對投資者或股市波動方

面產生影響的相關文獻研究。 

 

一. 國外選舉事件研究   

 

   Key (1966) 及 Fiorina (1981) 根據 retrospective voting model 所做的研究認

為，選民會因為候選人過去的表現，特別是在經濟上的表現來決定是否要投他；  

Downs (1957) 及 Achen (1992) 根據 prospective voting model 所做的研究認

為，選民雖然會因為候選人過去的表現來決定是否要投他，但更看重在未來國際

事務，特別是在經濟政策發展上的影響來決定選票。綜合以上可知，不論是使用

哪種選舉研究模型，經濟議題都是人民最關注的，因此選舉結果會影響人民及投

資者對於該國未來經濟發展的看法，因而影響股市的波動。 

 

  在 Peel and Pope (1983) 及 Gibbs and Bullock (1970) 的研究證出，英國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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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前股價會是上升的趨勢，而若之後是保守黨獲得勝選，則股市會繼續上漲；反

之若工黨獲得勝選，則股市會下跌。這表示在選舉期間，平時影響市場不大的民

調(民眾政治意向)卻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且還可預知選舉結束後的股價趨勢，

這反應了人民因為不同政黨執政而對未來經濟發展的不同預期。 

 

Gemmill, G. (1992) 研究英國於 1987 年的國會大選前後，倫敦的股票市場

與選擇權市場的行為表現，希望利用選擇權資訊去檢測市場是否能事先獲知英國

的選舉結果。在 1987 年的這次選舉中，事前民調都認為保守黨會贏，而且認為

如果工黨贏，那麼股市的表現將非常悲觀。因此，FTSE 100 的股價指數與民調

認為保守黨會贏的機率走勢，方向幾乎一致。顯示人民對於選舉的意向會影響股

價的發展。 

   

Chappel and Veiga (2000) 研究 1960 至 1997 年間 13 個歐洲國家其總體

經濟狀況與國會選舉結果間的關係。發現到，對於爭取連任的現任執政者而言，

執政期間的通貨膨脹會衝擊到選舉結果。因此，人民對於經濟表現還是較為關心

的，所以不但會表現在選舉結果上，也會透過選舉結果而影響到股市。 

 

    黃譯賢 (2001) 探討 1979 年至 2001 年美、日、英、法四國最高行政首長

的更迭與美股大崩盤對股票市場的影響。結果發現，股票市場的股價報酬在選舉

前後是產生負的報酬，即，最高行政首長的更迭會產生負的選舉資訊，且以美國

最為顯著。 

 

Coutant et al. (2001) 研究投資者對於法國 1997 年選舉事件的反應，特別是

在這次的選舉中具有兩個相當大的不確定性情況。首先是對於哪個政黨會贏的不

確定性，其次是對於贏得選舉的新執政黨未來政策的不確定性。結果顯示，即使

在選舉結果公佈前市場已慢慢能獲知ㄧ些選舉結果的訊息，但市場對於原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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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敗的選舉結果反應還是相當強烈，且這裡也顯示，民調結果確實能反映出部分

市場投資者的反應。 

 

     Pantzalis et al. (2000) 利用事件研究法，以週資料對 33 個國家進行在 

1974 年至 1995 年間的選舉事件對股票市場影響的研究。結果發現，選舉前 2 

到 4 週股票市場會產生正的累積異常報酬，且政治、經濟及新聞自由度越低的

國家，正的超額報酬會更形顯著，特別是在現任執政者選舉失敗時。陳尚樂 

(2001) 也以事件研究法觀察 1980 至 2001 年加拿大等 11 國的總統及國會

大選，結果和 Pantzalis et al. (2000) 相似：在選舉前股價指數具有正的累積異

常報酬，且當執政黨敗選時，事件期的異常報酬更為顯著，特別是政治較不自

由的國家。 

  

Acker, D. (2002) 利用事件研究法來觀察投資者對於市場上訊息的反應。研

究認為投資者對於好消息或易於解釋、被接受的訊息，會在發生當日就反映在股

價上；相對的，對於壞消息或較難理解、接受的訊息，則會有延遲反應的行為產

生。因此，在好消息或不出乎意料的訊息宣告當日，股市的波動性不會太大，而

壞消息或出乎意料、較難接受的訊息宣告後，股市會有較大的波動性。因此投資

者對於訊息的反應可能不具風險中立性。此論點可應用於選舉事件的探討上。 

 

二. 國內選舉事件研究   

 

  大部分的選舉研究主要著重於美國或西歐這種選舉結果足以影響全球的大

型選舉上，只有非常小部分的研究會把重心放在像台灣這種小國家上面。而以往

針對台灣選舉與股價波動的實證研究更不多見，大約只有鄭碧月 (1998) 和張宮

熊 (2000) 這兩篇，其他文獻則多為國內的碩博士論文。以下將這方面的研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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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整理。 

 

  Hwang (1994) 進行台灣立法院的選舉研究，發現在國外普遍影響選民的經

濟議題，放在台灣卻顯得不受重視。然而，Hsieh et al. (1996) 卻發現經濟議題在

台灣的 1995 年台北市長選舉中是被選民重視的。因而 Hsieh et al. (1997) 進一

步透過國立政治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針對台灣 1996 年第一任民選總統選舉的

問卷進行調查分析。結果發現，經濟是影響選票的重要事件，特別是在總統選舉

這種全國性的選舉中，且台灣民眾對證券環境也相當關心，只是這個因素還沒達

到能完全支配選民投票意願的地位。 

 

   鄭碧月 (1998) 以 1989 至 1997 年間台灣縣市長以上層級的選舉為觀察

對象，並以  檢定法進行台灣有無選舉效應的實證；結果發現，台灣沒有選舉

效應存在。這和其他相關文獻的結果相當不同。 

t

 

  張宮熊 (2000) 以 1995 至 1997 年台灣的大型選舉為研究對象，探討台灣

股市是否存在明顯的選舉效應。結果顯示，在選舉前後三天，似乎存在選舉效應。 

     

  黃維本 (2002) 以事件研究法的風險調整模式觀察 1980 至 2001 年 16 

國(包含台灣)的總統及國會大選，結果發現，選舉前後股票市場具有正向的異常

報酬，且距選舉日越近，則異常報酬情況越顯著。當然此顯著情況會依地區(越

不自由的國家越嚴重)及當時的股市狀況(多頭市場的異常報酬高於空頭市場)而

有所不同。 

 

  卓世傑 (2004) 利用事件研究法觀察 1989 至 2004 年的選舉事件，探討台

灣股價究竟有無選舉行情，實證結果得出：1.台灣的股市在選舉前，確實有較高

的機率產生異常的正向報酬率股價波動，所以台灣股市的「選舉行情」，並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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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來風。2.在台灣，中央級選舉相對於地方性選舉確實有更高的機會出現選前正

向的異常報酬率股價波動。 

 

吳政義 (2004) 以 1996 、 2000 及 2004 年台灣的三次總統大選為研究對

象，並以事件研究法進行投資人與股市間相互影響力量的分析。結果顯示，由於

投資人的過度自信投資行為，導致了政黨概念股出現異常報酬的現象。 

 

于文燕 (2005) 觀察 1999 年至 2004 年台灣的九次選舉事件，以市場模式

法探討政治選舉事件對股票市場報酬造成的短期影響，再以 GARCH 探討政治

選舉事件對股票報酬波動性的影響，最後利用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其影響因素。

結果發現，在短期分析方面，在選舉前以正的異常報酬為多，因此台灣的確具有

選舉行情，特別是在政黨輪替時更高。在長期分析方面，第十一屆首長選舉、第

二屆及第三屆立委選舉後，股價報酬波動性皆較選舉前來的明顯，其餘的選舉則

是選舉前的股價報酬波動性較高。 

 

另外，和國外研究相同的，在民意的表達方式中，陳俊明 (1999) 指出民意

調查會反映社會民眾意見的分布實況，而余致力 (2002) 亦認同，民意調查所表

現的民意最具代表性、最接近多數的民意。 

 

三. 小結 

 

  經由以上的文獻顯示，選舉時可經由民調來觀察人民政治意向和對未來的預

期。而大部分的研究皆認為，選舉事件透過對未來經濟及社會的影響，或多或少

會對投資者及股市造成影響，而影響的大小則會由投資者的預期、對未來的不確

定性大小等因素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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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風險中立機率密度函數的模型 

 

  由於推導風險中立密度值的方法有許多種，Jackwerth (1999)、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4) 及Stephen J. Taylor (2005) 等文獻中有做了一些整理，其中

以Stephen J. Taylor (2005) 所做的整理最為詳細。 

  基本上，風險中立機率密度函數模型可分為母數方法 (parametric methods) 

與無母數方法 (nonparametric methods) 兩大類。其中母數方法主要包括對數常態

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GB2 分佈法 (the GB2 distribution)、對數常態-多項

式密度函數法  (lognormal-polynomial density) 及隨機過程法  (stochastic 

process)；無母數方法主要包括核心迴歸法 (kernel regression method)、熵法 

(entropy method) 及曲線平滑法 (curve fitting method)。將其分別介紹整理如下。 

 

一. 母數方法 (parametric methods) 

 

1. 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首先由 Ritchey (1990) 提出，將兩個對數常態分配加以混合的對數常態混合

法，是在求算風險中立機率密度分配上常被使用到的。此種方式通常用來衡量到

期時的資產價格有兩種可能的發生情況時的資產價格分配，特別是對未來的資產

配置情況沒有一定的趨勢時。例如，Gemmill and Saflekos (2000) 所使用的， p 代

表在選舉時政府會重選情況下的機率，而 p−1 則代表不會重選時的機率，利用

此相對的發生機率 ( p 及 ) 將此兩種情況下的相對分配加以混合。 p−1

  混合法通常被使用在利率 (Bahra (1997); Coutant et al. (2001))、匯率 (Campa 

et al. (1998); Jondeau and Rockinger (2000))、股票指數 (Gemmill and Saflekos 

(2000); 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 Anagnou, Bedendo, Hodges, and Tomp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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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Liu, Shackleton, Taylor, and Xu (2004)) 的預測上。  

Melick and Thomas (1997) 更進一步發展出將三個對數常態分配加以混合，

需同時估計七個參數的對數常態混合法，以應用在探討 1990 和 1991 年波斯灣

戰爭期間，對未來科威特原油供給不確定時的原油期貨上。但由於一般的選擇權

市場履約價格都是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執行，在數據受限下，同時的限制了參數

的預估，因此一般研究大多還是採用以兩種對數常態分配加以混合來預估五個參

數值的方法。 

  混合法是一個相當容易應用的方式，且它保證求出的機率密度值不為負數。

但混合法還是有應用上的缺失。例如，(1) 它需要同時預估數個變數，困難度較

高也容易發生偏誤。(2) 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 證實混合法會對選擇權價

格交易時的不連續性，容易產生過度敏感的反應。(3) 要將兩個對數常態混合

時，權重( p )的決定上較難拿捏，若權重設定不當，將會使整個分配圖形產生扭

曲的現象，影響實證的判斷。所以在使用混合法時還是要相當小心。 

 

2. GB2分佈法 (the GB2 distribution) 

 

     GB2，即在某些文章中定義的廣義分配法  (generalized distribution 

method)，主要是在一般常見的 normal 與 lognormal 分配之外，加入更多的參

數，使的機率分配在配適上更有彈性。 

  GB2 這個方法首先由 Bookstaber and McDonald (1987) 及 McDonald and 

Bookstaber (1991) 提出，並提供了一個擁有四個變數的一般化的貝它( β )分配。

而後 Apariciao and Hodges (1998) 利用 Bookstaber and McDonald (1987) 提供的

方法，加上某些 Burr 分配改良後，利用來預測 S&P 500 期貨。另外，還有

Anagnou et al. (2002) 利用來預測 S&P 500 及英鎊兌美元利率、Liu et al. (2004)  

利用來預測 FTSE 100 指數。而 Sherrick, Garcia, and Tirupattur (1996) 則利用

Burr III 對黃豆期貨的選擇權資料求解其機率分配。 

  12



  GB2 亦是一個相當容易使用的方式，特別是在用於風險中立密度值 

(risk-neutral density) 及真實的密度值 (real-world density) 之間的轉換，且其同樣

保證求出的機率密度值不會為負數。但這個方法主要的使用障礙為變數的決定上

相當困難。 

 

3. 對數常態-多項式密度函數法 (lognormal-polynomial density) 

 

    當價格為對數常態分配時，標準化後的收益將符合標準常態分配。因而，

Madan and Milne (1994) 對於附帶請求權評價發展出了一套簡練確切的理論。其

假定收益標準化後求出的密度分配，為一個被一般的函數組合成的標準常態密

度，且這個函數可以被多項式近似，因此這個價格的密度分配將是一個組合以多

項式函數的對數常態分配。 

  Madan and Milne (1994) 以及 Ané (1999) 利用此法評估 S&P 500、Jondeau 

and Rockinger (2000, 2001) 則是用於法國法郎利率與德國馬克的評量上，而

Coutant et al. (2001) 則用於法國利率的評估。 

  這個方法具有強大的理論基礎，且採用了非常多的數學方式，推導過程較為

複雜，在實證的使用上較不具直覺性。另外還有一種相似此法但更為複雜，由 

Jarrow and Rudd (1982) 所提出的 Edgewerth 展開式。此方法的主要使用者有 

Corrado and Su (1996, 1997)、 Jondeau and Rockinger (2000) 以及 Brown and 

Robinson (2002)。他們分別加入 lognormal、normal 及 binomial 的機率分配來

加以修正原 Edgewerth 模型。最後這三個研究皆發現，加入修正項後的累積機

率分配與選擇權隱含機率分配非常的接近，且這些機率分配所觀察到的選擇權價

格和在風險中立分配下的選擇權價格有很高的配適度。 

 

4. 隨機過程法 (stochastic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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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過程法，首先要假定一個隨機過程模型，再進而利用相對證券的價格

來預估機率密度函數。而後在預估變數後，再將隨機過程的變數匯結成應用於機

率密度函數的分析公式。通常在一給定的橫斷面時間分佈上，它也能提供對於隱

含機率密度函數分析時的解釋。例如，Malz (1996) 採用了一個跳動的對數常態

擴散過程 (lognormal-jump diffusion process) 來驗證於櫃檯買賣的外匯衍生性商

品價格，在 1992 年匯率機制危機 (Exchgange Rate Mechanism crisis) 時期風險

中立重新組合的機率。而 Bates (1991, 1996a,b) 也是應用 jump-diffusion model 

來看資產價格的行為。他是利用匯率選擇權資訊來發掘資產價格的風險中立機率

密度函數。 

    隨機過程法可在缺乏選擇權價格資訊時被使用，這是其他方法所無法達到

的。例如，Hördahl (1999) 應用 Longstaff-Schwartz model 於瑞典利率的分析上。    

Longstaff-Schwartz model 對於在任何時點觀察的利率期限結構及在任何橫斷面

時間上短期利率的未來分配皆能提供分析性的結果。Hördahl (1999) 就採用了瑞

典利率已知的期限結構來預估 Longstaff-Schwartz model 中的變數，而後利用這

些預估的變數帶入已推導出的機率分配函數來產生預估的隱含機率密度函數。 

 

二. 無母數方法 (nonparametric methods) 

 

1. 核心迴歸法 (kernel regression method) 

 

  Kernel method 是一個與迴歸概念相關的方法。和迴歸一樣，它試圖從觀察

的資料找出合適的方程式，但和迴歸不同的是，它不需要明確的參數。利用無母

數迴歸方法來預測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對迴歸函數的模型事先作一些假定。基

於此概念，Ait-Sahalia and Lo (1998,2000) 利用跨越數天的選擇權價格數據來預

測買權價格函數及隱含波動函數 (IVF)，且每一串數據皆同時包含數個不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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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的買權價格資訊。 

  當解釋變數越少時，在做預測時就會越容易。Ait-Sahalia and Lo (2000) 及

Ait-Sahalia, Wang, and Yared (2001) 就利用了一個預估隱含波動函數最簡單的方

法。此方法就是建構一個讓隱含波動函數為 TF/XZ =  及  的函數。  就是

在  時點轉換的選擇權價格。在所有數據皆是已知的情況下，就能很輕易的求

得隱含波動函數。但這個簡單的方法必須在隱含波動函數於預估期間是相當穩定

的狀態，這個非常強的假設前提下才能使用，這在實證上是很難達到的。例如，

Ait-Sahalia and Lo (1998, 2000) 是利用 S&P 500 於 1993 年一整年的選擇權數據

來進行研究，這樣的一整年選擇權價格資料，是否能有穩定的波動是相當存疑的。 

T TF

T

 

2. 熵(熱力學函數)法 (entropy method) 

 

  Entropy 這個方法對於一個一般的風險中立密度(RND)定義為： 

)][log())(flog()(f-)I(f
0 QQQ T

Q SEdxXX −== ∫
∞

 

  Buchen and Kelly (1996) 隨後建議利用極大化 entropy 加上一些限制式來

預估風險中立密度值 (RNDs)，使的觀察到的選擇權價格和理論的選擇權價格公

式能有完美的配合。Coutant et al. (2001) 對於預估利率選擇權的風險中立密度值 

(RNDs) 舉了數個可用的方法，其中一個就是採用此法。而 Stutzer (1996) 也應

用了極大化 entropy 的基本原理來進行一些實證分析。 

    但一般對於 entropy 這個方法有兩個主要的批評：(1) 它對於觀察到的不連

續選擇權價格資訊並無法提供良好的配適。(2) 要極大化  是一個

很特別而難達成的目標。 

])[log( T
Q SE−

 

3. 曲線平滑法 (curve fit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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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線平滑法，是一種較為寬鬆的方法，它試圖以一些彈性公式，儘可能找

出隱含波動或風險中立密度值。曲線平滑法的計算無需交互作用，且可在一封閉

系統內被計算。它採用的方式，不是屬於隱含波動橫越執行價格的方程式，便是

藉由一些一般的方程式逼近風險中立分配。而最常應用到的方法就是利用觀察到

的選擇權價格和曲線平滑法所預測出的價格，兩者間的差異平方和來進行進一步

的運算。 

Shimko (1993) 先以二次多項式曲線來平滑微笑波幅，然後，它以隱含波動

解釋選擇權價格，如此就可以根據 Breeden and Litzenberger (1978) 的方法，先

將隱含波動轉換為預估的選擇權價格，然後針對選擇權之履約價格進行二階微

分，如此則可推導出風險中立下的機率密度函數。Shimko (1993) 認為由 

Black-Scholes 公式進一步得到的隱含波動值會比使用選擇權價格本身更平滑，

因而發展出此方法。由於其包含了二次方程式，所以在設定的履約價格 (X) 為

正下，並不保證會得到不為負數的機率密度及隱含波動值，且需要有較大範圍的

履約價格，因而這樣的情況使的這個式子在後來被一些學者拿來進行不同的修

正。  

  Malz (1997) 提出了第二種不一樣的方法。它是先以二次多項式符合選擇權

價格 deltas 值(由 Black-Scholes 公式，將選擇權價格對股票價格取微分推導而

來)的隱含波動，而非 Shimko (1993)中用的選擇權履約價的隱含波動。 

    Campa et al. (1998) 及 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 2004) 提出了第三種較

為彈性的方法。這個方法使用更多變數來推出一個三次仿樣插值法  (cubic 

spline)，並利用此法來平滑微笑波幅。不同的是，Campa et al. (1998) 是使用 X 函

數，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2004) 則是使用 delta 函數。在 Campa et al. 

(1998) 中，它保證能得出最適的函數，而在 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 2004) 

中則強調在追求最適函數的品質及其平滑度中，可因為變數的選擇來交換。    

Bates (1991,2000) 亦採用 splines 法，但他是用來配適買權定價公式，而非

隱含波動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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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種方法的比較 

 

    沒有任何人可以說，使用哪種模型來預估隱含風險中立密度值是最好的方

法。當市場上有足夠多不同的選擇權執行價格被交易，且它們的範圍涵蓋大部分

的風險中立機率，就有許多種方式都可以被採用。一般會以下列這些要點來評斷

這些模型的優劣： 

(i) 被預估出來的密度值不為負 

(ii) 一般偏態及峰態的程度能被求出 

(iii) 相對於對數常態分配，其圖形的尾巴要較厚 

(iv) 對於密度及選擇權價格，具有邏輯上易於分析的公式 

(v) 對於選擇權不連續價格的反應不能太敏感 

(vi) 對於變數的處理、求得要很容易達成 

(vii) 估計的過程不含任何主觀的選擇 

(viii) 風險中立密度值可很容易的轉換為真實世界密度值 

 

  大部分的方法都只符合以上 2~3 個條件，只有 GB2 法幾乎都符合，但 GB2

法還沒有經過足夠的驗證，所以還無法成為定論。而在實證的文章中，由於大部

分會先分析某幾種方法，而後採用其中的一種方法，且作者大都會再自行改良，

因此各種方法孰優孰劣，就更難達到共識。將一些重要的文獻整理如下。 

 

  Bahra (1997) 較喜歡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而非曲線平滑法 

(curve fitting method) 中的參數隱含波動函數 (parametric IVF)。 

 

   Campa et al. (1998) 較喜歡彈性不連續分佈 (flexible discrete distributions) 

而非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及曲線平滑法 (curve fit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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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三次仿樣插值法 (cubic spline) ，儘管這三種方法得出的結果不具差異性。  

 

   Jondeau and Rockinger (2000) 比較了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對數常態 -多項式密度函數法  (lognormal-polynomial density) 及 

Edgewerth expansions、跳動的對數常態擴散過程  (lognormal-jump diffusion 

process) 的  jump-diffusions ， 以 及 隨 機 波 動 項 目 (stochastic volatility 

specifications)。最後，認為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較適用於短期

存活的選擇權，其他情況則較適用 jump-diffusions。 

 

  Gemmill and Saflekos (2000) 認為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對

於已知的選擇權價格數據的配適能力，較單一對數常態(one-lognormal，即 

Black-Scholes 法)來的好。但這只限於使用來配適 1987 至 1997年 FTSE-100 指

數選擇權樣本內及預估樣本外的價格資訊時，這還不足以形成一個定論或經濟上

有用的理論。  

 

  Coutant et al. (2001) 則 較 喜 歡 對 數 常 態 - 多 項 式 密 度 函 數 法 

(lognormal-polynomial density) 而非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及熵

法 (entropy method) 中的極大化 entropy。 

 

  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 則較喜歡曲線平滑法 (curve fitting method)

中，經由 spline 修正後的隱含波動函數 (implied volatility functions)，而非對數

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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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險中立機率分配圖形的應用 

 

  由風險中立機率密度函數 (PDF) 進而畫出的機率分配圖形在應用上非常的

廣泛。例如，Bliss and Panigirtzoglou (2002) 就列出了幾個利用隱含風險中立機

率密度分配圖來評估市場對於經濟及政治事件反應的文獻。包括 Malz (1996)、

Coutant et al. (2001) 及 Gemmill and Saflekos (2000) 等。將相關文獻及應用的方

式整理如下。 

 

Malz (1996) 利用外匯選擇權市場的資訊驗證在風險中立下，市場投資者認

為在建立歐洲共同貨幣的情況下英鎊兌馬克未來匯率的機率分配預期。結果發

現，在歐洲共同市場貨幣的建立初期，由於發生許多紛擾，使的英鎊兌馬克的機

率分配圖在中央地帶顯的陡峻、高聳且上移，表示大眾幾乎一致認為英鎊兌馬克

升值的機會非常大。而隨著歐洲共同市場的建立逐漸成熟且英鎊逐漸變的弱勢

後，英鎊兌馬克的機率分配圖的中央地帶就顯的平緩而較低矮了，表示大眾認為

英鎊兌馬克只會在一定的匯率區間內平緩的波動，且大眾對此匯率的區間沒有非

常一致看法。另外，Malz (1996) 利用外匯數據進行的研究和 Bates (2000) 利用

股價指數選擇權來探討 1987 年股市崩潰後的現象證明出一個共通的結果，那就

是，市場參與者對於最近歷史沒有發生的事件，例如一個非常劇烈的利率上漲行

為，會給與顯著的發生機率和較一致的反應。 

 

Bahra, B. (1997) 表示，在其他條件不變下，隨著到期日的接近，對於該選

擇權契約的最終價格會越來越確定。這是由於選擇權契約最終價格會等於市場價

格，否則就會產生套利的空間，並且，極端事件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可能性相對較

低，因此機率分配隨著到期日的接近會產生越來越高聳集中的分佈，這是必然的

情形。另外，他以英國和德國的例子表示，在通貨膨脹和流通貨幣數值等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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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前後，機率分配的圖形確實會因投資者的預期而產生變動，特別是發佈的資

訊令大眾相當意外時，圖形的波動會更大。因此，研究機率分配的變動資訊能夠

提供政策制定者一些未來政策擬定上的建議。 

 

Gemmill and Saflekos (2000) 探討股價指數選擇權的隱含分配在市場的變動

預測及投資人的情緒反應上是否真的有用。這裡採用來推導出機率分配的方法是

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使用 1987 至 1997 LIFFE 的 FTSE-100 

指數選擇權數據。結果發現，隱含分配能夠表現出投資者在股票市場的情緒，並

且反應出重要的市場事件發生時，例如股票市場的崩潰 (1987、1989、1997年) 和

英國在此期間的三個選舉事件 (1987、1992、1997年)，市場投資者分歧的預期

情況，讓我們能利用機率分配的圖形改變(變得左偏或右偏)來述說市場所發生的

故事。但隱含分配不具有良好的預測能力，只是顯現已發生的事情。                         

 

Coutant et al. (2001) 利用 PIBOR 利率期貨選擇權的資訊，研究投資者對於

法國  1997 年選舉事件的反應。它採用了彈性不連續分佈  (flexible discrete 

distributions)、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及曲線平滑法 (curve fitting 

method) 中的三次仿樣插值法 (cubic spline)，在選舉前後選擇五個具指標意義的

日子進行研究。結果顯示，選舉前後風險中立密度會有較大的波動，且就算選舉

結束，由於對產生的新政府其未來政策的不確定性，波動反而更大。 

 

Steeley, J. M. (2004) 也是利用選擇權的價格資訊來建構股票市場的價格分

配圖形，試圖檢驗這樣的分配圖形是否會受某些事件的發生而產生波動。因此，

它使用了總體經濟指數的宣告日當作每一次特殊事件的發生，看這些特殊事件

(宣告)的發生是否會對 FTSE 100 股價指數產生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這些事件

的發生確實會影響股價指數的分配情形，且若這個事件會使投資者感到意外，則

股價指數分配圖形的改變就會更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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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tzer, E. and Scheicher, M. (2005) 利用對數常態混合法  (lognormal 

mixtures) 導出機率分配圖形，觀察 1995 至 2002 年間，德國股票市場對於國

內外的總體經濟宣告出現的干擾現象會有什麼反應，並進一步驗證什麼因素會對

德國市場由選擇權推導的機率密度函數 (PDF) 產生最大的影響。結果發現，美

國股票市場的波動和報酬，會對德國股票市場的機率分配產生較德國本身總體變

數更大的波動影響。而風險貼水和匯率的波動則會影響機率密度函數 (PDF)左右

尾的分配情形。不過，類似的研究在 Gemmill and Kamyiama (2000) 得到的結果

是，英國、日本、美國的機率密度函數 (PDF) 分配的波動受到本國因素的影響

甚於外國的變數影響。 

 

  雖然在以上眾多研究風險中立分配圖形的改變文獻中，還是沒有任何一篇文

獻能夠斷定風險中立機率分配圖形何時會有不同，不過我們可以知道的是，雖然

風險中立分配並不是實際發生數值所得到的分配，但它的圖形確實能夠反應投資

者的預期，因而可以用來尋找相對資產未來價格可能的分佈。並且，雖然有很多

方法可以用來求得風險中立機率分配，但採用不同方法的研究結果傾向有點相

似。所以，方法並不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影響市場預期價格分配其相對應的

市場現象和因素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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