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笑狀波幅、期間結構與隱含分配 

BS 畢竟是過度簡化了現實市場中標的資產價格行為的動態過程。一般而

言，隱含波動度在市場中有兩種常見的現象，一是笑狀波幅，一是期間結構。這

兩種現象加起來就是隱含分配的問題。下面分別對這三種現象做討論： 

一、笑狀波幅 (Implied Volatility Smile) 

笑狀波幅是指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對相同的標的資產但不同執行價的

選擇權市價，所反算出來的隱含波動度，大部分都是近似微笑型態的曲線，隨著

到期日越遠，此微笑的幅度越趨平緩。一般而言，此現象代表著 BS高估了價平

買權且低估了價內與價外的買權。 

Xu and Taylor (1994a) 在外匯選擇權上的實證指出，隨機波動度是造成笑狀

波幅最主要的理由。Xu and Taylor (1994a) 利用 Hull and White (1987) 隨機波動

模型下選擇權的級數近似解公式，導出了一個二次迴歸方程式，用以解釋笑狀波

幅的形成，與其數學方程式上的特性。列舉其特性如下： 

1. 此迴歸方程式為到期日(T)、M (Moneyness=ln(S/K) )與 2M 的二次近似迴歸函

數：因為有 2M 項的存在，所以可以表現出微笑的幅度。 

2. 此二次迴歸函數的最小值發生在標的資產的價格(S)等於執行價(K)時，因為

此時標的資產的價格(S)與執行價(K)兩者間的對數距離為 0。 

3. 笑狀波幅微笑的程度，會隨著到期日(T)的接近而遞減。 

4. 外匯選擇權市場的二次回歸方程式是以 M 為中心而對稱的，然而按照合約

規格的不同，此笑狀波幅通常只能顯現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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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間結構 (Volatility Term Structure) 

期間結構是指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對相同的標的資產但不同到期日的

選擇權市價，透過 BS公式所反算出來的隱含波動度所呈現的型態。然而隱含波

動度期間結構，並不像笑狀波幅一樣，有著固定形狀。 

  Xu and Taylor (1994b) 的實證指出：外匯選擇權具有顯著的期間結構效果

(Term Structure Effect)。期間結構有時斜率為正  (Upward)，有時斜率為負 

(Downward)，斜率大約二到三個月變換一次。另外作者也發現到：遠月份選擇

權的隱含波動度，雖然變動的幅度很微小但卻不是固定的，它不停的在變動，此

現象更突顯了隨機波動的存在。 

Campa and Chang (1995) 在外匯選擇權隱含波動度的文獻中，對四種外匯選

擇權(英鎊、馬克、日圓、瑞士法郎)隱含波動度的遠期期間結構的期望假設提出

檢定，檢定結果並不拒絕「期間結構反應現在市場對未來短期波動度的預期。」

目前的近、遠月的波動率價差(Spread)確實是估計未來短期波動率的一個重要指

標，亦即遠月的隱含波動度反應目前對未來近月波動度的期望，此期望亦不停的

在轉變。Campa and Chang (1995)的說明有效解釋了 Xu and Taylor (1994b) 所發

現的現象。 

結合Xu and Taylor (1994b) 與 Campa and Chang (1995) 的實證說明了在 BS

的情況下，若本為低波動度，但經過二到三個月後，市場因為體制的轉變而轉換

成高波動度，則假設波動度為固定的 BS模型會嚴重的低估遠月份的買權。換言

之，假如本為高波動度，但經過二到三個月後，市場因為體制的轉變而轉換成低

波動度，則假設波動度為固定的 BS模型會嚴重的高估遠月份的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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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含分配 (Implied Distribution) 

在 BS的假設下，標的資產的報酬率符合對數常態分配。然而根據市場上選

擇權的價格反推出來的隱含分配卻有著高峰 (Leptokurtosis) 與厚尾 (Fat Tail) 

的情形。 

Malz (1997) 提出一個簡單的方法，直接從外匯選擇權的市場價格反求隱含

分配。Malz發現反求出來的分配，會有高峰與離群值 (Outlier) 的現象出現，也

就是說若單只用對數常態分配是無法確實的描述外匯市場報酬率的行為，且會造

成高估或低估的選擇權價格的情形發生。 

Bahra (1997) 在假設標的資產瞬間報酬率符合混合對數常態分配模型下，評

價歐式選擇權，且導出了類似BS的封閉解 (Closed-Form Solution)。特別的是，

此混合對數常態分配的參數並不是經由點估計而來的，而是經由市場上交易的選

擇權價格學習1而來，因此使得此混合對數常態分配能具備市場上隱含分配的特

性。混合後的對數常態分配比起標準的BS對數常態分配，更多了高峰與厚尾兩

個特徵。 

同樣的假設標的資產瞬間報酬率符合混合對數常態分配模型

(Lognormal-Mixture Model)下，Brigo and Mercurio (2002) 也導出了與 Bahra同樣

的公式，並將此公式擴展成一般型，包括了兩個以上對數常態分配的組合，且加

入了隨機利率模型。 

Gemmill and Saflekos (2000) 利用 Barha (1997) 的方法，求出英國指數選擇

權在不同時期下所隱含的風險中立機率分配。作者發現不同時期的隱含分配都不

盡相同，但都可以用混合對數常態分配來捕捉，相比較之下 BS模型就無法辦到。 

                                                 

1 利用市場上選擇權的價格，並透過線性規劃求解技巧，反求混合對數常態分配的參數，使其具

有市場上的特性，亦即此參數是不停的在變，而非固定的。可參考Bahra (1997)的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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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隨機波動率模型相關文獻 

Hull and White (1987) 提出的雙因子模型，其假設標的資產報酬率與變異數

的變動皆為隨機擴散過程，並用以對選擇權進行評價。Hull and White並無法導

出此模型下選擇權價格的封閉解，而是以級數解來近似。結果發現傳統的 BS公

式高估了價平 (at-the-money)附近的選擇權，高估了深度價內 (deep in-the-money)

以及深度價外 (deep out-of-the-money)選擇權。 

Hull and White假設變異數本身也是符合隨機擴散過程的想法非常重要，因

為之後財務經濟學家們，即可依此概念不斷提出新的隨機波動模型，以期更契合

各種不同的市場情況，以評價選擇權。其他相類似的模型還Merton (1976)的跳躍

-擴散模型(Jump-Diffusion Model)、Scott (1989)、Wiggins (1989) 、Stein (1991)

等，在此不再詳細敘述2。 

Heston (1993) 修改 Hull and White的模型，假設外匯選擇權市場的波動度符

合均數復歸模型 (Mean-Reversion Model)下，以特徵多項式的方法求出此隨機波

動模型的封閉解。經 Gesser and Poncet (1997) 以馬克買權的實證顯示，Heston

所提出的模型比 Hull and White的模型更能有效的解決外匯選擇權市場上隨機波

動的問題。 

Duan (1995) 以經濟學均衡 (Equilibrium) 的觀念定義了局部風險中立評價

法，提出 GARCH選擇權評價模型，此模型比 BS模型更為複雜，使得歐式選擇

權價格的封閉解並不存在，實際上只能用數值方法計算。Duan (1999) 更在此模

型下，提出了 GARCH外匯選擇權評價的方法，仍然無封閉解，只能以蒙地卡羅

模擬法來估計其解。後來，Heston and Nandi (2000)求出了對於標的資產報酬率

變異數符合 GARCH(p,q)過程的選擇權價格的封閉解，算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2 關於隨機波動模型的探討、整理與其數值評價理論可參考黃大展 (2001) 的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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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財務經濟學家又提出了 RSV 模型的概念來捕捉外匯市場的波動度，

用以評價選擇權。RSV 模型是將市場上所產生的機制和環境，加在原本所熟悉

的模型上，簡言之，Regime 其實就是一個指標函數，然而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它

是隨機的，不易觀察且估計 RSV模型參數的方法也很複雜。 

   Bollen (1998) 假設標的資產報酬率符合 RSV模型，在 RSV模型的假設

下建構五元樹模型以評價選擇權。Bollen首先以四元樹來表示高波動度下的兩個

分枝及其變動幅度，與低波動度下的兩個分枝及其變動幅度。但四元樹有個很大

的缺點，就是節點間的聚合效率 ( Re-Combining) 非常差。為了解決此問題，且

又必須維持波動度一高一低的條件下，Bollen 在四元樹中再加入了一個新樹枝 

(New Branch)，用此新樹枝來平衡高低波動度間的變動幅度，改進後形成的五元

樹，聚合效率大幅提昇。Bollen最後再將五元樹的結果，與蒙地卡羅模擬法比較，

結果顯示五元樹與蒙地卡羅法可以產生近似的結果，證實五元樹能有效且精準的

評價選擇權在 RSV下的價格，而且具備產生笑狀波幅的能力。 

若將RSV的機制運用在傳統的常態分配模型上，又可細分為混合分配模型

(Mixture Distribution Model) 與馬可夫轉換模型 (Markov Switching Model)。以

下將只著重於馬可夫轉換模型的探討，因為混合分配模型只是馬可夫轉換模型

的特例3。 

Hamilton (1989) 首先發展出馬可夫轉換模型，由於該模型允許母體參數在

不同時期，具有間斷性跳動性質，且跳動次數並不限定為一，並利用馬可夫鏈的

機制來掌控狀態間的切換，解決混合分配模型狀態跳動毫無規則的問題，將可掌

握金融與經濟變數所面臨的結構性改變。 

馬可夫轉換模型與混合模型的最大差異，是利用馬可夫鏈的機制來掌控狀態

                                                 

3  將馬可夫矩陣控制前後期轉換的機制移除後模型即成為混合分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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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切換，以解決混合模型跳動毫無規則的問題。以雙重狀態模型4為例：若當

期狀態為 0，則下一期會有 a 的機率仍停留在 0 的狀態下，有(1-a)的機率會切

換至狀態 1；同理，若當期為狀態 1，則下一期會有b的機率會停留在狀態 1，有

(1-b)的機率會切換至狀態 0。 

Gray ,Whaley and Bollen (2000) 在文獻中首先建構RSV與GARCH兩個模

型，用來捕捉外匯市場的動態過程，發現RSV以四階段Regime配適的結果，比起

GARCH(1,1)模型，更能夠精準的預測外匯市場的動態。再者，Gray將外匯選擇

權市場的資料，利用Bollen五元樹算出其理論價格，再利用線性規劃的求解技巧

5，配適出可使Bollen理論價格與市場選擇權價格最接近的模型參數，依此過程就

可以看出外匯選擇權的價格是否能夠反應出狀態轉換 (Regime Switching)的現

象。結果顯示外匯選擇權的價格能夠反映出狀態轉換的現象，而且均會停留在高

波動率狀態 (Regime)或低波動率狀態一段時間後才會轉換到另一狀態。因為在

每一個時點上隱含分配都是兩個狀態的組合，且狀態的轉換反應了市場上的預

期，所以RSV模型可以成功的預測外匯市場上的動態行為與解釋微笑現象及期間

結構。 

Bollen and Rasiel (2003) 比較了 RSV、GARCH與 Jump Diffusion三種隨機

波動模型在外匯選擇權市場上的評價效果及笑狀波幅的表現程度，發現這三種隨

機波動模型均能有效的突顯出笑狀波幅，顯示出這三個模型均比簡單的布朗運動

更能描述市場動態。其也指出這三種模型適用於不同的外匯市場，日本外匯市場

適合用 GARCH，英國適合用 RSV，至於 Jump Diffusion模型則在這兩國間的表

                                                 

4  以 0 與 1 兩個變數代表雙重狀態下，馬可夫轉換矩陣為
1

1
a a

b b
−

Π =
−

⎡ ⎤
⎢ ⎥⎣ ⎦

 其中

 。 Pr( 0 | 0) Pr( 1 | 1)1 1a S S b S St tt t= = = = = =− −

5 在此限制式 下，求解最適參數。 
2

( )
0 1

Min C CBollen Marketa bσ 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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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並無顯著的不同。 

雖然 RSV 模型可以很有效的捕捉外匯市場波動度的行為，但是估計模型參

數的方法，卻是相當複雜且麻煩的。目前估計 RSV 的方法，大致可分為兩個家

族  (Family) ：第一個家族為傳統的最大概似法  (MLE) 與準最大概似法 

(Quasi-MLE)，這兩個方法所推導出的公式解均是非線性的。必須要用 

Expectation Maximum (EM) 演算法一直不停的重複疊代，以找出局部最大值的

解 (Local Maximum)，但使用 EM 演算法常常會發生無法收斂的現象。所以

Hamilton (1991) 在MLE中加入了貝氏先驗分配 (Prior distribution) 的資訊，將

MLE改善成 Quasi-Bayesian MLE (QBMLE)。Hamilton指出 QBMLE比起MLE

與 QMLE 更能有效的估計出模型的參數，且誤差更小。有關MLE與 QBMLE的

估計方法與應用可參考阮建豐 (2001)。 

第二個家族則為貝式模擬計算MCMC中的 Gibbs Sampling法。MCMC在物

理學、生物醫學統計學等自然科學領域上發展已久，但是用在財務上的歷史並不

長，主要是因為完全條件分配的推導非常的複雜且抽象，用 Gibbs Sampling 來估

計 RSV直至 1993 年 Chib and Albert (1993) 兩位統計學家才提出如何以 Gibbs 

Sampling估計 RSV的理論。 

Chib and Greenberg (1995) 說明了至 1995 年以來，MCMC方法被廣泛運用

在經濟與統計領域的過程。作者首先整理了 Gibbs Sampling的相關理論基礎，再

以Markov-Switching-AR(1)模型為例，說明如何選定先驗分配 (Prior Distribution) 

與推導完全條件分配 (Full Condition Distribution) 的方法。 

在估計方法的比較方面，Rossi , Jacquier and Polson (1994) 使用MCMC 來估

計隨機波動模型的參數，並與動差法 (Methods of Moments)、QMLE這兩種估計

方法之結果做比較，結果顯示MCMC法所產生的相對誤差最小。 

Kim and Nelson (1999) 則以財務運用操作的觀點，整理 Gibbs Sampling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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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V 的最新發展，說明在各種不同的模型之下如何利用 Gibbs Sampling 來估計

模型，包括完全條件分配的推導與演算法的建立等。 

 

第三節  貝氏選擇權評價相關文獻 

有關貝氏選擇權評價，主要就是利用後驗分配 (Posterior Distribution) 來修

正標的資產的給付機率密度函數 (Payoff Density Function)。這概念可用方程式

(2.3.1)來表示： 

( , | , ) ( , | , , ) ( | )T t T t tp S T S t p S T S t p D dθ θ= ∫ θ                       (2.3.1) 

其中 ( , | , )T tp S T S t 代表在 t時點預測 T時點下的標的資產價格的機率密度函

數； ( | )tp Dθ 為參數θ的後驗分配； 為到 t時為止所觀察到的標的資產報酬率

資料；方程式(2.3.1)右邊代表利用後驗分配來修正給付機率密度函數；參數

tD

θ則

是經由資料 所更新而來，而不是用點估計的方式直接帶入。 tD

Bauwens and Lubrano ( 1998 ) 假設資產報酬率波動度符合 GARCH (1,1)模

型下，推導出各種 GARCH(1,1) 參數的完全條件機率密度函數，再用 Gibbs 

Sampling的方法來預測布魯塞爾 (Brussels) 歐式指數選擇權的價格。 

Bauwens and Lubrano用 GARCH(1,1)預測出選擇權的價格後，再將所得到的

價格代入 BS模型中，反求隱含波動度，畫出不同到期日的笑狀波幅。作者發現

當資產報酬波動度是 GARCH(1,1)的形成，卻以 BS 模型來評價是相當危險的，

因為在 GARCH(1,1)模型下，BS模型會低估價外買權，且高估價內買權的價值。 

Bauwens and Lubrano認為更新為採用貝氏觀點的重要理由，每當有新的資

料進來，可立即更新模型的參數，我們所關心的參數，可不斷的被市場新資料所

修正(Update)，這就是貝氏統計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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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財務經濟學家們直接假設標的資產本身具有貝氏學習  (Bayesian 

Learning ) 的過程，Guidolin and Timmermann (2003) 導出了在貝氏學習過程下的

歐式買權公式解，並以 S&P 500指數選擇權的市場價格，看此公式解對笑狀波幅

波動度平面的改善程度，結果是具有顯著的改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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