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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資組合保險文獻探討 

第一節 投資組合保險相關文獻 

一、 投資組合保險績效之衡量方法 

  投資組合保險為控制資產在下跌的損失，因此，必須犠牲部份在上漲

時的利得，而減低本身的報酬率。這種上方獲取率(Upside Capture)的損失

大致等於標的風險資產初始賣權的價格，因此上方獲取率為市場衡量投資

組合保險時的重要指標。 

  投資組合保險執行後，將改變整個投資組合報酬的分配型態，而不再

呈現常態分配，使得傳統平均數－變異數的分析，無法提供適當的評估指

標。因此，在衡量投資組合保險成本時，可藉由整個報酬分配之比較來獲

得。Clarke & Arnott(1987)模擬比較保險及未保險兩種投資組合的報酬分

配，發現保險的投資組合的算術平均報酬率及幾何平均報酬率會小於未保

險的，這報酬率的損失，就是投資組合保險為保障資產在空頭時，不致遭

受嚴重損失所要支付的成本。因此，用算術平均報酬率及幾何平均報酬率

便能衡量投資組合保險中所要支付的成本。 

二、 影響投資組合保險績效之因素 

  Clarke & Arnott(1987)比較無風險利率、資本溢酬等各種不同情況下，

對投資組合保險成本的影響。提出投資組合保險成本可分為兩大類：(一)

投資人無法控制的因素；(二)投資人可控制的因素。 

  在無法控制的因素方面，包括：無風險利率、資本風險溢酬及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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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波動性。當無風險利率下降、資本風險溢酬及市場價格波動性增加

時，均會造成投資組合保險成本的增加。 

  在可控制的因素方面，包括：最低報酬率(Floor Return)的設定、投資

組合保險的比例、標的投資組合的風險係數以及投資組合保險期間的長

短。投資組合保險是投資人減少投資組合在多頭時期上方的利益，去換取

在空頭時期限制下方的損失，因此投資組合保險具有機會成本，當投資人

無法免除此成本時，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可以下列方式來降低投資組合保

險的成本： 

1.降低最低報酬率的下限。投資人應檢視投資組合保險之需求，且注意保

險最低報酬率，視投資人所能忍受的損失去作調整。最低報酬率的下限

愈低，則保險的成本減少愈多。 

2.減少投資組合保險的比例。也就是進行部份保險(Coinsurance)，只對資產

的一部份進行保險，這樣可以減少保險成本，然而在市場狀況不佳時，

其損失也會增加。 

3.提高標的投資組合的風險係數 ß值。這樣會增加投資組合的算術平均

值，但也會提高投資組合報酬率低於無風險利率的機率。 

4.延長投資組合的保險期間。這樣可降低投資組合保險的長期成本。 

三、 交易成本的考量 

  影響投資組合保險績效的另一因素是交易成本。Garcia and Gould(1987)

分析藉由不同的成本概念，比較各種不同報酬率下限及不同要保額度的影

響下的投資組合保險績效。其實證結果顯示，在考慮交易成本，不論最低

報酬率及要保額度的高低，其長期平均報酬均不如買入持有策略。Zhu and 

Kavee(1988)採用蒙地卡羅模擬法，以平均數、變異數、最大值、最小值、

25 分位數、75 分位數為績效衡量之基礎。研究結果發現，當市場波動性

愈大，複製性賣權資產所需調整的次數愈多，因此成本愈大且不易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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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國隆(1990)、林筠(1991) 、楊昌博(1995)等的研究均指出，在考慮交易

成本後，將使投資組合保險結果的精確度降低，劉懋楠(1992)進行投資組

合保險策略的比較時發現，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即使在考慮交易成

本下，也沒有要保誤差的出現。 

  綜上可知，交易成本除影響投資組合保險的精確度外，也會使投資組

合價值隨交易成本的增加而減少。 

四、 波動度的考量 

  傳統的 Black & Scholes 定價模型是利用在完美市場的假設下所推導

的，為克服 Black & Scholes 模型上的缺失，Leland(1985)根據現實情況，

放寛 B-S 模型中無交易成本及連續交易的假設，將交易成本費率及間隔調

整時間考慮在內，並使用模擬的方法來檢驗其正確性。Leland 指出因為交

易成本隨著調整次數增加，因此在複製精確性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交

易成本的多寡影響的不只是期初、期末的股價，而是與保險期間的股價有

關，交易成本與股價變動為路徑相關，所以投資者無法利用自我融資的方

式來複製。 

  Leland 以調整變異數的方式來修正 Black & Scholes 模型，假設買賣交

易成本為交易金額一固定比率 k，當調整期間已知為 t時，根據 Leland 模

型的買權價值為： 

]21[ˆ

ˆˆˆ
ˆ

)2/ˆ()/ln(ˆ

)ˆ()ˆ(

22

12

1

21

t
k

tdd
t

trKSd

dNeKdNSC rt

σ
πσσ

σ
σ

σ

+⋅=

−=

++
=

⋅⋅−⋅= −

                                (3-1) 

其中， 2σ̂ ＝調整後的變異數 

   2σ ＝標的股票報酬率的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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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買賣一次交易成本佔成交值的比率 

   t＝調整間距(以年為單位) 

由(3-1)可看出，調整後的變異數比未調整的變異數來的高，當交易成

本費率愈高，調整間距愈短的情況下，可看作是股價起伏愈劇烈，調整後

的變異數就更大。 

  除 Leland 所提出利用調整變異數來修正 B-S 模型外，在 Whaley & 

Wilmott (1994)再次對於在間斷時間之下，同時考慮交易成本來修正 B-S 模

型，再次對變異數作修正，修正後變異數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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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σ ＝投資者所面對的波動度 

  r−µ ＝風險貼水 

而利用(3-2)來作波動度的調整，使得在波動度估計時會更加準確，使複製

性賣權策略發生誤差的狀況減低。 

  此外，波動度的錯估也將影響投資組合保險的績效，一般而言，在波

動度高估時，將會造成保險過度(支付過多的保費)，在波動度低估時，會

有保險不足的情況發生。Rubinstein(1985)指出，動態複製策略，與選擇權

策略的偏離，主要是因為變動性的不確定(Uncertain Volatility)，投資人面

對這種不確定的變動性時，若能小心運用，雖然可以規避下方風險，但是

同時會稀釋上方獲利。 

  Rendleman & O’Brien(1990)指出，標的股價波動性估計錯誤會導致選

擇權價格錯估，進一步會導致動態投資組合保險的資產配置錯誤。另外，

動態投資組合保險具有路徑相依的特性，投資人無法預估股價未來的波動

性，會影響投資組合保險的績效。並發現變異數估計錯誤會產生三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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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置錯誤效果(Misallocation Effect) 

  複製性賣權策略在保險期間必須不斷進行調整資產配置，因此波動性

估計錯誤將使每次調整都產生分配錯誤的效果。如果投資人低估市場波動

性，則會配置較高資金比例在風險資產上，造成保險不足。反之，若投資

人高估市場波動性，則會配置較低比率資金在風險性資產上，造成保險過

度。 

(二)錯誤效果(Mispricing Effect) 

  從 Black & Scholes 的定價公式來看，股價波動度的估計誤差將會影響

選擇權定價，複製性賣權策略可以保障投資組合的損失低於賣權價值，所

以一旦賣權的價值錯估，對於投資組合保險的效果自然降低。 

(三)不確定性效果(Uncertainty Effect) 

  由於配置錯誤效果的存在，將會導致投資人對保險績效的不確定，因

為配置上的錯誤使得不確定性增加。 

五、 調整法則的考量 

  由於連續調整造成鉅額交易成本的問題，除由上述利用波動度考量

外，還可以透過投資組合保險中所持有資產比率變動，作間隔方式調整，

以下介紹幾種調整法則： 

(一)固定時點調整法(Time Discipline) 

  所謂固定時點調整法就是選擇一個固定的時間，定期調整投資組合的

資產在風險性資產及保留性資產的部位，固定的時點可以是一個小時、一

天、一星期或一個月，當然時間間距愈短調整愈頻繁，愈能降低要保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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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也會提高交易成本。 

(二)市場波動調整法(Market Move Discipline) 

  所謂市場波動調整法主要是比較市場波動性的理論值與實際值的差

異，若超過某一個設定的臨界值，即調整風險性資產與保留性資產的部

位，否則便維持原本的配置。 

(三)落差調整法(Lag Discipline) 

  落差調整法的方式和市場波動調整法大致類似，然而其調整原則是依

據當風險性資產佔總資產價值變動的理論值與實際值超過某一個設定的

臨界值，才進行部位的調整。 

(四)技術分析調整法 

  運用技術分析指標，如移動平均線、濾嘴法則等方式，找出買賣時點，

來決定資產部位的配置。 

(五)風險偏好乘數調整法 

  風險偏好乘數調整法中的風險偏好乘數即為 CPPI 中的 M 值，所以這

種調整方式是適合用於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舉例而言，如果決定

的風險乘數 M=2，在乘數變動為 2%之內不作部位調整，換言之，此時風

險乘數不再是一個定值，而是(1.96，2.04)的區間，超過這個區間，再對投

資組合作部位調整。 

六、 無風險利率的考量 

  依照 Black & Scholes 定價模式的假設，投資人可以無風險利率任意借

入或貸出現金，而且短期內無風險利率為一固定常數；在保險期間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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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無風險利率出現變動，則不再是無風險，因為此時利率變動為一隨機過

程，因此複製性策略也須考慮無風險利率的預測，雖然貨幣市場利率變動

速度較快，然而利率變動的幅度通常不大，因此一般的相關研究都會假設

利率水準是固定的，而且一般實證文獻也較少討論到利率變動的情況。廖

俊強(1995)以蒙地卡羅模擬法進行複製性賣權策略的實證，結果發現無風

險利率對複製性賣權資產配置比率影響不大，但會影響到配置在無風險資

產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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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技術分析相關文獻 

一、技術分析理論 

  技術分析又稱為市場分析或內部分析，技術分析師利用研究股價歷史

價格及成交量的變動，試圖找出股價未來變動的方向。技術分析師相信，

市場只有 10%的理性，加上 90%的心理因素，雖然圖形僅能表示市場參與

者過去的行為，但藉由研究歷史資料，就能夠預測群眾未來可能的行為。

以下茲舉幾種技術分析常見的方法說明： 

(一)過濾系統(Filter System) 

  過濾系統假設當股價抵達低點並開始攀升時，即處於上升趨勢中；反

之，當股價抵達高點並開始下跌時，即處於下跌趨勢。若設定 5%的過濾

標準，投資者應在股價自低點回升 5%時買進，同時在股價自高點回落 5%

時賣出。過濾系統是一種「停損」觀念，其優點在於能夠掌握股價明顯波

段漲幅的獲利空間，但缺點在於盤整期間會出現過多買賣訊號，造成交易

成本的損失。 

(二)道氏理論(Dow Theory) 

  道氏理論說明的是壓力區與支撐區的關係，當股市漲到頂點時開始反

轉，在頂點即形成壓力區，因為先前未出脫的部位會在此出場形成價格壓

力，若突破壓力區則行情可能再漲一波，先前的壓力區變成支撐區；若股

市無法突破壓力區，反而向下跌破支撐區，則為空頭的訊號。道氏理論依

據支撐及壓力的關係，衍生出圖表形態的判別，如雙重頂(底)、三重頂(底)

等，其理論被技術分析師認為是技術分析的基本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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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對強勢策略(Relative Strength System) 

  相對強勢策略為技術分析使用最為普遍的方法之一，它認為投資者應

買進優於市場表現的強勢股，而避免持有甚至應放空較市場表現差的弱勢

股。此策略也延伸到價格層面，如相對強弱指標(RSI: Relative Strength 

System)，其觀念在於表示目前股價位置的多空力道情形。 

(四)價量關係策略(Price-Volume System) 

  技術分析師認為價量關係是研判股價與成交量之間的變化關係，由於

資金是股市的動能，而成交量則是資金榮枯的指標，故成交量增加表示市

場資金豐沛，成交量萎縮代表市場資金退出。當股市上漲時伴隨持續出現

大量，表示購買需求尚未被滿足，股價仍有上漲空間；反之，若股價下跌

時伴隨大量，代表賣壓沈重，後市將續有低點。採取此策略，同樣會因買

賣太過頻繁，使交易成本侵蝕投資績效，往往不如買進持有策略。 

二、技術指標探討  

  技術分析依其是否具有明確的買賣標準，可大致分為決策指標與參考

指標兩大類。決策指標有移動平均線(MA: Moving Average)、相對強弱指

標(RSI: Relative Strength Index)和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 Divergence)等。參考指標則有乖離率及週轉

率等。 

  參考指標中的股票週轉率，常用以衡量市場人氣之強弱。股票的週轉

率愈高流通速度愈快，較容易成為投機者介入的標的。當短期週轉率突破

長期週轉率時，意味該股票出現異於平常的交投，若價格也出現同步上

揚，則可判斷後市仍有上漲空間，反之亦然。 

  乖離率為價格偏離移動平均線的距離除以移動平均值，若價格高於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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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平均線稱為正乖離，價格低於移動平均線稱為負乖離。若移動平均線表

示的是投資者的平均成本，則乖離率表示的是投資者的平均報酬率，若正

乖離過大，意味著投資者平均報酬率很高，此時易出現獲利回吐賣壓，反

之，若負乖離過大，意味著投資者大多呈現虧損，殺低意願不高，此時易

出現逢低買進的反彈行情。 

  決策指標中的移動平均線，在應用上有分為二種：一為判斷股價與移

動平均線的關係，當股價向上穿越移動平均線時，視為買進訊號，當股價

向下跌破移動平均線時，視為賣出訊號。第二種用法為判斷長短天期移動

平均線的關係，當短天期移動平均線向上穿越長天期移動平均線時，視為

買進訊號，當短天期移動平均線向下跌破長天期移動平均線時，視為賣出

訊號。 

  而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的應用方式，通常是判斷長短期移動平均

線差離值(DIF)與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的交叉關係，當 DIF 向

上穿越 MACD 時，視為買進訊號，當 DIF 向下跌破 MACD 時，視為賣出

訊號。 

  由於本研究係以相對強弱指標(RSI: Relative Strength Index)作為調整

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策略(CPPI)中乘數(M)的決策指標，來進行實證研

究，以下並彙整國內外學者對相對強弱指標(RSI)的研究結果。 

  相對強弱指標的使用方法有二種：一為就指標目前位置來判斷股價多

空狀況，一般認為 RSI 大於 50 為多頭市況，RSI 小於 50 為空頭市況；RSI

大於 70(80)為超買區，RSI 小於 30(20)為超賣區，並據以進行投資決策。

第二種用法為判斷長短天期 RSI 的關係，當短天期 RSI 向上穿越長天期

RSI 時，視為買進訊號，當短天期 RSI 向下跌破長天期 RSI 時，視為賣出

訊號。 

 

 



 38

 

 

國外學者對 RSI 研究彙總如表 3-2-1： 
 

表 3-2-1 國外學者 RSI 研究彙總表 
研究者 樣本期間 研究標的 技術指標 研究結果 

Jensen & 
Benington 
(1967) 

1926~1966 NYSE 200
家股票日資料

RSI 技術分析無效 

Levy (1967) 1960~1965 NYSE 200
家股票日資料

RSI 技術分析有效 

Levy (1967) 1952~1966 NYSE 625
家股票日資料

RSI 技術分析有效 

Jensen & 
Benington 
(1970) 

1926~1966 NYSE 200
家股票日資料

RSI 技術分析在交

易成本存在下

無效 
Bohan (1981) 1969~1988 S&P產業分類

指數週資料 
RSI 技術分析有效 

Sorenson & 
Burke (1986) 

1972~1984 S&P500 中 43
家股票月資料

RSI 技術分析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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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對 RSI 研究彙總如表 3-2-2： 
 

表 3-2-2 國內學者 RSI 研究彙總表 
研究者 樣本期

間 
研究標的 技術指標 研究結果 

林宗永(民 78) 民

76~77 
32 種台股日資

料 
(1/3/6/13/26/39/72)RSI 

區間(10/90) 
技術分析無

效 
徐瑞隆(民 78) 民

75~77 
50 種台股日資

料 
(6/13)RSI 

區間(20/80)(30/70) 
技術分析無

效 
蔡宜龍(民 79) 民

75~78 
加權股價指數

日資料 
(6/13)RSI 

區間(15/85)(20/80) 
技術分析無

效 
翁龍翔(民 83) 民

75~82 
10 個國家指數

日資料 
區間(25/75) 技術分析無

效 
高梓森(民 82) 民

76~83 
98 種台股日資

料 
(6/12)RSI 

 
技術分析無

效 
賴宏祺(民 86) 民

76~85 
加權股價指數

及 5 種產業指

數日資料 

(6)RSI 
區間(20/80) 

技術分析無

效 

洪美惠(民 85) 民

74~85 
90 種台股日資

料 
區間

(20/80)(25/75)(40/60) 
技術分析無

效 
陳建全(民 87) 民

77~87 
加權股價指數

及個股日資料 
區間

(20/80)(25/75)(30/70) 
技術分析無

效 
洪志豪(民 88) 民

75~87 
加權股價指數

及個股日資料 
區間(10/90)(30/70) 技術分析無

效 

 

從國內外學者所作投資擇時的實證中，大多顯示相對強弱指標無法出

現打敗市場的績效，然而本研究中將利用作為調整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

策略乘數(M)的決策指標，來進行實證研究，是否透過相對強弱指標的調

整能產生更佳的投資組合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