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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介紹 

  投資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策略，提供投資者一個消除下方風險

同時可參與上方獲利的機會，若投資人對於資產價格下跌具有敏感性，則

可採取投資組合保險策略。 

  根據 Rubinstein(1985)，一個理想的投資組合保險應該具有下列三種條

件： 

1.受保組合(Insured Portfolio)產生任何損失(低於受保金額)的機率為零。 

2.受保組合的報酬率是標的指數報酬率的一個可預知百分比。 

3.將投資金額分配到風險性資產(如股票)及保留性資產(如現金)時，若同時

滿足上述兩個條件下，理想的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所得到的報酬是最高

的。 

  以下將介紹本章之概要，第一節介紹投資組合保險的理論基礎。第二

節介紹基本的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包括複製性賣權策略、固定比例投資組

合保險策略與其衍生特例的買入持有策略等。 

第一節 投資組合保險之理論基礎 

一、 選擇權定價模式 

  傳統的選擇權定價理論最早是在 1973 年由 Fischer Black 和 Myron 

Scholes 兩人所提出之 Black & Scholes 選擇權定價模式。對於該模型，Black 

& Scholes(1973)提出以下七個假設： 

1.無所得稅及交易成本。 

2.無賣空限制，且可以自由運用賣空的所得。 

3.市場交易為連續。 



 12

4.股價為連續。 

5.無風險利率為常數。 

6.標的股票在合約期間不支付股利。 

7.選擇權為歐式，即只能於到期日履約。 

  根據以上七個假設，推導出下式的 Black & Scholes 的選擇權定價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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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歐式買權的價格。 

P：歐式賣權的價格。 

S：目前股價。 

X：選擇權的履約價格。 

r：無風險利率。 

σ ：股價的波動率(Volatility)，即股價變動之標準差。 

T：距離到期日的時間。 

)(•N ：常態分配累積機率函數。 

  由(2-1)可知，影響選擇權價格的變數有五個：股價、履約價格、離到

期日的時間、無風險利率及股價波動率。 

  觀察 Black & Scholes 選擇權訂價公式，可以發現： 

1.當股價上漲時，買權價格會上漲。 

2.當履約價上漲時，買權價格會下跌。 

3.離到期日愈遠，買權價格愈高。 

4.無風險利率上升時，買權價格會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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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價波動率上升時，買權價格會上漲。 

  後續的研究者將 Black & Scholes 公式的七個條件放寬，得到的選擇權

價格仍然穩健。Merton(1976)及 Cox & Ross(1976)成功地將模型適用於股價

變動為不連續的情況下；Merton and Thrope(1973)將該模型修正，使其適用

於有配發股利的股票；Merton(1973)也證明 Black & Scholes 公式，可適用

於提前履約的美式買權。 

二、 選擇權複製 

  在實務上，由於上市選擇權中，在標的物、履約價格與到期日等條件

均能符合投資組合保險所需之歐式選擇權非常難尋，因此必須利用

Rubinstein & Leland(1981)所提出複製選擇權的概念，透過連續調整投資組

合內風險性資產(Active Asset，如股票)及保留性資產(Reserve Asset，如現

金)之相對比例，來達到與歐式保護式賣權策略一致的保險功能，這個方法

也解決缺乏適當選擇權時的問題。 

  依照 Rubinstein & Leland(1981)的理論，欲成功複製選擇權，必須滿足

下列三個條件： 

1.股票市場不會有跳空(Jump)情況發生。 

2.為使報酬率相同，期初支付之投資金額，必須和選擇權的價格相同。 

3.由於選擇權在權利期間無須作進一步的投資，所以複製策略必須有自我

融資(Self-financing)能力。 

  此外，複製性賣權同時包括以下三種特性： 

1.當股價高於履約價格時，投資在股票部位佔總資產的比例會超過 50%。 

2.當股價上漲時，投資在股票部位的資產會隨之增加，反之，股價下跌時，

投資在股票部位的資產會隨之減少。 

3.很接近到期日時，如果此時的股價大於履約價格，則所有資產將投入股

票部位，反之，當股價低於履約價時，則所有資產將投入無風險資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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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有些選擇權組合部位具有保險的概念，例如保護性賣權(Protective 

Put)，投資人可持有一個價平賣權以保護已持有的股票部位，在股價下跌

時能限制損失，而保護性賣權可藉由買進股票及貸出現金來複製。如此一

來，當股票下跌時，可系統性地將股票轉換為現金，股票上漲時，又可系

統性地將現金轉換為股票，以確保股票上漲利益。 

  因此，當特定股票的選擇權不存在時，可以用標的股票及現金複製出

來。舉例來說，欲複製價平保護性賣權，可以將資本分為股票及現金兩部

份，複製時不改變股票部位的組成成份。當股票價格變動時，在股票及現

金部位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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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之介紹 

  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可分為兩大類：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及動態投資

組合保險策略。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在保險期間內並不修改任何策略，

如歐式保護性賣權及歐式信託性買權策略。 

  而動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在操作上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運用 Black 

& Scholes(1973)，所提出的選擇權定價公式，所衍生出以選擇權為基礎之

投資組合保險策略(OBPI: Option Based Portfolio Insurance)，如歐式保護性

賣權策略、複製性賣權策略、信託性買權策略等。另一種則是依據本身的

風險偏好及承擔能力，設定一些簡單參數，以達到保險目的之固定比例投

資組合保險策略(CPPI: Constant Proportion Portfolio Insurance)，如買入持有

策略、固定組合策略、時間不變性投資組合策略。 

一、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 

    所謂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為利用期初購買選擇權方式來保

險，同時持有讓選擇權至保險到期日為止，期間並不修改任何保險策略，

所以稱為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 

  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又可分為歐式保護性賣權及歐式信託性買權

兩種，以下分別說明兩種策略。 

(一) 歐式保護性賣權策略(European Protective Put) 

  投資組合保險中最簡單的概念是：購買股票搭配一個該標的股票的賣

權，可以避免股票下跌帶來的損失，對投資組合價值具有保護作用，也就

符合投資組合保險的精神，因此這種策略稱為保護性賣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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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持有一單位的股票，期初股價為 0S ,若同時購買執行價格 0SK = 的

賣權，則至到期日時，其損益可由圖 2-2-1 分析之： 

圖 2-2-1 歐式保護性賣權到期損益圖 

 
  從圖 2-2-1 的損益結構可知，當股票價格低於 0S 時，由於採用歐式保

護性賣權策略，因此得以規避下方損失，此時購買賣權的價格，成為此一

保險策略的成本。運用上述的概念，運用到投資組合保險上，可以圖 2-2-2

分析之： 

圖 2-2-2 投資組合加保護性賣權損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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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2-2-2 的損益結構可得知： 

1.如不採用投資組合保險，則投資組合價值將隨著股價的升降而作變動，

一旦股價下跌至 1S 以下，則投資組合的價值將低於底限 9 萬元，股價愈

低則損失愈大。如果此時改採購入歐式保護性賣權的投資組合保險策

略，一旦股價跌至 0S 以下後，則投資組合價值並不會低於要保額度，當

股價回升，投資組合價格仍可隨之上升。 

2.採用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會降低組合價值隨著股票上升的能力，所降低

部份可以從未受保的投資組合及受保投資組合報酬線段中間的垂直距

離測量而得，這段距離可說是保險成本(Insurance Premium)，也是保護

性賣權的價格。 

3.受保組合的期初價值與要保額度(Floor)間的差額稱為可扣除額

(Deductible)，也就是指原投資組合當中未受保的部份。 

(二) 歐式信託性買權策略(European Fiduciary Call) 

  所謂歐式信託性買權，即是持有至到期日價值至少可達最低保險額度

的無風險資產，同時再搭配一個買權以便享受增值利益，此策略可透過買

賣權平價公式來作進一步說明： 

rteKCPS −×+=+                                 (2-2) 

其中 S＝標的股票價格 

  K＝履約價格 

(2-2)左邊即為歐式保護性賣權，等式右邊即為歐式信託性買權，因此從買

賣權平價公式來看，兩種策略效果相同。 

  以上兩種投資組合保險策略雖然可行，但是在實務上會遇到以下問

題： 

1.通常在市場上交易的選擇權都有一定的到期期間，很難找到與保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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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選擇權。 

2.標的組合中的風險資產，並不一定有對應的選擇權在市場上交易，或不

一定有適合的到期日或履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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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 

  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因為流動性及標準化契約的關係，因此在實

務上較為不便。因此可利用動態調整來形成與靜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有相

同到期的損益型態，可以有效規避下方風險同時可參與上方獲利。動態調

整利用特定法則來調整投資組合中風險性資產與保留性資產佔總資產的

比例，以達到投資組合保險的目的。 

(一) 複製性賣權投資組合保險策略(Synthetic Put Option, 

SPO) 

  投資組合保險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將資金投資於股票，並買入等數量

的歐式賣權，亦即運用所謂「保護性賣權」(Protective Put)策略，達成為風

險性資產購買定期保險的目的。然而這種策略在實務上通常不易執行，原

因如下： 

1.上市選擇權合約的履約價格與投資組合保險的要保額度(floor)不盡相同。 

2.投資組合保險期間通常在一年以上，而上市的選擇權合約期間通常較

短，交易較熱絡的合約甚至只集中在三個月內到期的合約。 

3.上市的選擇權合約大多為可提前履行的美式選擇權，而非投資組合保險

所需要的歐式選擇權，因此增加被提前履約的風險及保險成本。 

  有鑑於此，一般係應用 Rubinstein & Leland(1981)所提出的複製選擇權

概念，以動態調整投資組合方式來達成與保護性賣權相同的保險目標，此

即所謂複製性賣權策略。其原理及操作策略說明如下： 

  從 Black & Scholes 的選擇權定價公式再代入 Stoll 的買賣權平價公式

(Put-Call Parity)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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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之 )( PS + 即為保護式賣權的報酬型態，以投資組合的角度來

看，可利用持有 )( 1dN 單位的股票部位，以及 )](1[ 2dN− 單位年利率 r、期末

價值為 Xe rt ⋅− 的無風險資產，來複製一個與保護性賣權策略相同的投資組

合，亦可達到相同的保險效果。 

  除此之外，進行複製性賣權策略時須注意： 

(一) )( 1dN 、 )( 2dN 並非定值，而是隨著股價及距離到期日的時間長短而變

動，這意味著所持有的股數及無風險部位，會隨著時間及股價變動而

作連續性的調整，換言之，要維持在任一時點、某一個股價下，所持

有的股數必須等於 )( 1dN ，而無風險資產的部位必須等於 )](1[ 2dN− 。 

(二)就複製策略的實際操作步驟而言，還必須注意下列複製要素，才能進

行複製選擇權： 

1.需決定受保額度，以決定對應賣權的履約價格。 

2.需決定保險期間。  

3.需決定適當的調整法則。 

4.需預測標的股票在保險期間之價格波動率。 

5.需預測保險期間之無風險利率。 

  複製性賣權策略的調整原則為「買高賣低」，當股價上漲時，出售無

風險資產而增加持股；當股價下跌時，則賣出股票而增加無風險資產。在

投資期間，所有的資產只有在股票及無風險資產間移動，不再加入額外資

金或抽離資金，以符合自我融資(Self-financing)的特性。由於這種策略必續

作連續性的資產調整，因此被歸類為選擇權的動態避險(Dynamic hedging)

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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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Constant Proportion 

Portfolio Insurance, CPPI)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是 Black & Jones(1987)提出，投資者必須決定

受保組合現在的價值與到期日要保額度的現值差額，為預定所能承受的風

險損失，依據本身的偏好及風險承擔能力來選擇參數，並由簡單的公式來

動態調整風險性資產及保留性資產的部位，來達到投資組合保險的目的。 

  在完美市場的假設下，沒有交易成本，可以連續交易的情況下，利用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可以推導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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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W ＝期初投資組合價值   tW ＝ t期投資組合價值 

0F ＝期初要保額度價值   tF＝ t期要保額度價值 

0S ＝期初投資時指數    tS ＝ t期時指數 

m =乘數，由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自行決定 

r＝無風險利率 

tt FWCt −= ＝緩衝額度(Cushion) 

  (2-4)代表在動態調整後，投資組合在 t期的價值，再加上有借貸限制

的情況之下，就是 CPPI 策略。而事實上可簡化為間斷時間的操作。 

⇒−⋅= )( FtWtmEt 投資於股票的部位 

緩衝額度＝資產總價值－最低要保額度的現值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具有以下幾種特性： 

1.在乘數的決定上，一般是依據投資人偏好及風險容忍程度來決定，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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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投資於風險性資產的部位就愈多，所以受其影響也愈大。 

2.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在所選擇的風險偏好乘數大於１時，其圖

形會呈現凹式(Convex)，採取的是「買高賣低」的保險策略，與一般市

場操作的「買低賣高」方式不同，而這種操作方式具有追高殺低的特性，

因此會加大市場波動性。 

3.一般而言，要使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能夠精確達到保險效果，必

須經過投資組合中風險性資產與保留性資產而者間連續不斷的調整。此

時，交易成本必須與策略精確度作整體考量。 

4.在選擇參數的同時，必須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當投資人尚未進行資產

調整時，市場卻出現大幅下跌，有可能發生投資組合總值低於要保額度

的情況。 

(三) 時間不變投資組合保險策略(Time-Invariant Portfolio 

Protection, TIPP) 

  Estep & Krizman(1988)提出的 TIPP 大致上與 CPPI 相同，兩者皆不需

要複雜的公式來配置，唯一不同的是要保額度的設定與調整，在 CPPI 策

略的要保額度是隨著時間以無風險利率成長，TIPP 則是根據固定的要保比

率(Floor percentage ; f )來設定為某一時點的要保額度，假如投資組合價值

上漲時，要保額度也會跟著調高，當股資組合價值下跌時，要保額度則維

持原來水準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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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WF

−=
= −                                 (2-5) 

其中， f ＝要保比率 

  在 TIPP 中可以發現，當風險性資產價格上漲時，投資者關心的是如

何去維持投資組合價值上漲的部份，所以投資者需要保障的不再只是原始

本金部份，而是要將上漲利益一併納入保障。而 TIPP 所指的時間不變性，

是指策略的行使並不會受到投資期間長短及距離到期日遠近的影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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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e & Seff(1989)則發現 TIPP 會受到起始日期的影響而有不同績效，所

以 TIPP 策略是把時間因素的影響降低，但離時間不變性仍有段距離。另

外，Brennan & Schwartz(1988)也提出對時間不變性的另一種定義：投資組

合策略將資金分配在風險性資產組合的比率，是依照標的投資組合

(Reference Portfolio)當時的價值函數 )(Pf 來決定，不受時間經過的影響。 

  由於 TIPP 中要保額度的逐漸增加，會使整個投資組合中風險性資產

的部位不會再提高，與複製性賣權及 CPPI 策略相較而言，其參與上方增

值利益的能力較差。 

(四) 固定組合策略(Constant Mix Strategy, CM) 

  固定組合策略是將投資於股票的部位，固定維持於投資組合資產組合

的一定比例，由於，投資組合的資產總值是時間與股票價值的函數，因此

當資產相對價值變動時，必須調整資產間比率，以維持原先的固定組合比

率。固定組合策略的執行方式是一種「買低賣高」的操作策略，在反轉盤

整的行情績效最佳。 

  若利用(2-4)來討論，則當 0<m<1 且 F=0 時，會產生固定組合策略，

但是因為此時要保額度為 0，所以此策略無法消除下方風險，也就無法達

到投資組合保險的目的。 

(五) 買入持有策略(Buy and Hold Strategy, BH) 

  買入持有策略，是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衍生的特別情況。買入

持有策略是將保險期初的總資產，購入一固定比例之主動性資產與保留性

資產，不論資產在保險期間產生任何變化，均不進行資產組合之調整。 

由(2-4)來說，當乘數為１時，此時可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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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µ＝投資於 t期時股價指數的成長率 

而投資於風險性資產的部份，從簡單的數學式中，可表示為： 

)(1 tttttt FWFWcE −⋅=−==                                 (2-7) 

  所以簡單來說，買入持有策略可視為乘數為１、要保額度為投資組合

中投資於保留性資產的 CPPI 策略，投資組合的價值完全視投資資產的報

酬率而增減。 

   由圖 2-2-3 可明顯看出買入持有策略、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及固

定組合策略損益型態的差別。 

圖 2-2-3 三種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期末價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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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停損策略(Stop-loss Strategy, SL) 

  此策略是將資金於期初投資於風險性資產的組合上，並設定要保額

度，只要投資組合價值低於要保額度以下，則必需出售所有風險性資產，

並全部投入保留性資產，以保存原有的要保額度，倘若風險性資產再度上

漲，也無法享受上方獲利機會。 

  若利用(2-4)來說明，當 m→∞，則可得到在 t期時，採用停損策略時

投資組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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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之比較 

  本研究主要重點在於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CPPI)，然而複製性

賣權亦為重要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因此以下將說明兩種策略的異同之

處。 

(一) 兩種策略相同點 

1.兩種策略的報酬圖形均為凹式圖形，也表示策略買高賣低的特性。由於

是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因此兩者均能設定要保額度，並在行情下跌時具

有保本效果。 

2.兩種策略皆為動態投資組合配置的一種，因此須要隨著時間調整資產的

配置，皆會產生較多的交易成本。 

(二) 兩種策略相異點 

1.複製性賣權策略可調整受保額度為超額保險、足額保險及不足額保險。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卻只能進行不足額保險。 

2.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較不易有要保誤差出現。由於複製性賣權

策略必須先估計波動度，但是波動度的估計不可能完全準確，若出現嚴

重誤差時，會影響保險效果而出現要保誤差。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

略無須考慮波動度的因素，因此發生要保誤差的機會較低。 

3.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是由效用函數方法所推導出來的策略，因此

會涉及風險偏好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乘數問題。但複製性賣權策略是由

選擇權定價公式所推導出來，不涉及風險偏好，因此執行上無須考慮效

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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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於選擇權定價公式，複製性賣權的保留性資產需為無風險資產，但是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的保留性資產並不一定要為無風險資產，因

此較具有資產選擇的彈性。 

5.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並無到期日的限制，因此具有永續保險的概

念，複製性賣權策略則具有選擇權的特徵，具有到期日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