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選擇權投資策略的應用 

在 1980至 1990 年間，隨著世界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國際金融

活動的自由開放，引發國際資金流動規模增加，為因應此變化所衍生

的不確定性與風險趨避，財務操作型衍生性金融工具應運而生，尤其

是選擇權類型。投入研究設計此種新型商品的不僅是經濟學家，還包

括物理學者、工程師、數學家，領導大眾進入全新的投資領域。 

運用選擇權的原理，若買方對標的物走勢判斷正確，則可獲得槓

桿倍數的報酬率，可能高於投資標的物本身的報酬率，但需掌握權利

金在整體投資的平衡與比重，避免頻繁操作產生不當損失。賣方付出

暴露於風險的代價，是收取權利金為報償，惟需運用相當的風險管理

技巧，進行適度避險，以免因小失大。 

選擇權提供買方有權利在契約到期日或之前，可以約定價格（履

約價格）購買（或出售）某一數量的項下資產。選擇權的價格也就是

權利金，買方支付權利金，取得其買入或賣出資產的權利，當買方認

為選擇權有執行價值時，可選擇執行其買入或賣出的權利，而若買方

認為選擇權無執行需要時，可放棄其權利，讓選擇權到期自動失效；

選擇權賣方取得權利金，所需付出的代價，為若買方決定執行其權利

時，必須善盡交割標的物（或以現金交割）義務，不得毀約。 

為闡釋選擇權架構起見，本章將以介紹股票選擇權為主。 

Black及 Scholes（1973）利用隨機微分方程，推演出歐式股票買

權契約的評價模型：C = S N(d1)- K e-rT N(d2)         …公式 (4-1) 

其中，C=買權價格（Call 權利金），S=標的股票價格（Stock 

Price），N（d1）代表累積標準常態分配函數，d1 = ln（S/E） + r T/ σ√T 



+ 1/ 2σ√T，d2 = d1 - σ√T，K = 履約價格（Strike Price），r = ln（1+i）

為連續複利無風險利率，σ為股票報酬率的連續標準差，T=買權契約

到期日（年）。 

依據買賣權評價公式（C = S +P - K e-rT或 P = C - S + K e-rT ），可

計算賣權價格（Put權利金，P） 

P = K e -rTN(-d2)- S N(-d1)                   …公式 (4-2) 

將上兩式中，決定歐式股票買賣權價格的因素，簡述如下： 

1、標的股票價格(S)：選擇權所連結之標的股票市價。標的價格

越高，對買權的買方越有利，買權與標的物價格成正比；賣

權則與標的物價格成反比。以微分公式表示：əC / əS > 0；əP / 

əS < 0。 

2、履約價格(K)：履約價格可設定高於或低於項下股票的市價。

對賣權而言，賣權價值與履約價格成正比；而買權價值則與

履約價格成反比。əP / əK >0；əC / əK <0。 

3、股票價格變動幅度（Volatility, σ2）：標的物波動度越大，則市

價高於或低於履約價格的機率越大，因此買賣權價格與波動

度成正比。əC / əσ2 >0；əP / əσ2 >0。 

4、無風險利率（rf）：買權可延遲付出購買標的資金，當利率較

高時，遲付資金可產生較高利息，故買權與無風險利率高低

成正比；賣權則成反比。əC / ər >0；əP / ər <0。 

5、股利的發放（D）：股利發放會使股票價格作等額下降，使賣

權價格上升，故股利發放金額多少與賣權成正比；買權則成



圖四、選擇權商品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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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比。əP / əD >0；əC / əD <0。 

6、選擇權契約到期日長短（Time to maturity, T）：對美式買權及

賣權而言，到期日越長，因時間價值的關係，價值越高，əC / 

əT >0；əP / əT >0。對歐式選擇權而言，因只能在到期日執行

權利，因此到期日長，不一定越有時間價值。 

目前實務上選擇權的應用，已經客製化（Customized）了，除單

一商品外，也將買權與賣權等單純選擇權，加以組合、調整，設計出

千變萬化的新奇選擇權或組合商品（如圖四），來創造不同的損益型

態；選擇權也運用與相關存款、債券、證券等實體商品結合，搭配為

投資或避險商品。例如流行一時的投資型外匯存款、結構型債券等，

皆是以搭配選擇權方式，創造了不錯的投資組合。 

 

 

 

 

 

 

 

 



 

資料來源：匡奕柱，寶來證券 債券市場處 

可見，選擇權的財務運用是無遠弗屆的，可以由選擇權本身自行

組合，也可以與產品搭配，來創造出不同樣態的損益變化。以下各節

將就選擇權在財富管理的投資應用，略作整理分類。 

 

第一節 看多型選擇權的投資策略 

看多選擇權係指對標的看多格局判斷正確，則可獲得槓桿倍數報

酬率的選擇權，例如買入買權的獲利可高於標的本身報酬率。 

一、看多單純選擇權策略 

單純選擇權﹙Plain Vanilla Option﹚，係指未附加任何生效條件的

選擇權。買入此型歐式選擇權，可於到期日選擇執行或不執行其契約

效力，以獲致最大利益或最小損失。 

(一)買入買權（Long Call）的應用策略 

歐式買權到期利潤為Max（ST-K, 0）- C，其中Max（ST-K, 0）

是買入買權的履約價值，反映在沒有交易成本的前提下，當 ST>K時，

履約價值大於 0，選擇權會履約；而在 ST<K時，選擇權不履約。 

1. 看多標的格局，增加現有投資組合報酬率。 

假設標的股票市價目前是$60，六月期的履約價格$58，買



權價格$5，預期未來價格會上漲，買入買權成本為$5x1000 

=$5,000。 

買權到期日，若股價上升至$72。到期日損益比較如下：

買入買權 Payoff 為：（$72-$58）x1000=$14,000，減掉權利金

成本$5,000損益（P&L）為$9,000。報酬率為：（14,000-5,000）

/ 5,000=180%，大於買入現股持有至到期日的報酬率：

（72,000-60,000）/ 60,000=20%。故在本例中，採取買入買權

的報酬率是採取買賣現股的九倍（180% / 20% = 9）。 



 

 

 

 

 

圖五：買入歐式股票買權的損益結構（到期日） 

2.降低現有投資組合虧損，控管風險。 

假設條件同前例，若股價不如預期上升，而是反跌，則在

買權到期日，不執行買權權利；或是到期前出售買權，可收回

部分權利金。假設前例股票價格下降至$50，買入買權的最大

損失為：付出的權利金$5x1000=$5,000，大於採取買入現股持

有到期日的虧損為$10,000（$50,000-$60,000）。故在本例中，

採取買權的虧損仍較採取買賣現股的虧損來得少，且現股跌得

愈多，且買賣現股的策略虧越多，而買入買權則最大虧損僅為

權利金支出。 

(二)賣出賣權（Short Put）的應用策略 

賣出歐式賣權最高收益為權利金 P。到期利潤為-Max（K-ST, 0）

+ P或是Min（ST-K, 0）+P，其中-Max（K-ST, 0）或是Min（ST-K, 0）

是賣出賣權的到期價值，當 K>ST，選擇權被履約時，付出 K-ST；而

在 K<ST時，選擇權不會被履約，獲得權利金，增加投資組合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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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買入歐式股票買權的損益結構（到期時） 



假設標的市價為$60，六月期履約價格為$58，賣權價格$4，預期

未來價格會小漲或至少不跌，採取賣出賣權。期初收取權利金收入

$4x1000=$4,000。 

情況一：若賣權到期日，股價上升至$65，則賣出賣權的報酬率

為 4,000/4,000=100%；比較持有現股的收益率（65,000-60,000）/ 60,000 

= 8.33%為高。故採取賣出賣權因不需付出資本金，報酬率較高，是

採取買賣現股的十二倍（100% / 8.33% = 12）。由以上說明可見，到

期時，若標的股價維持在$54以上，賣方穩獲權利金入$4。 

情況二：若賣權到期日，股價下跌低於$54，則賣出賣權會有損

失，且標的股價越是下跌，損失越高，例如股價下跌至$40，則賣方

需付出（$58-$4-$40）x1000=$14,000的損失，與採取買賣現股（$40,000 

-$60,000 = -$20,000）會有類同比率的虧損，但因賣出賣權事前不僅

不需付出買賣現股的資金成本，又有權利金的收入，需提防槓桿操作

之虧損超出財務能力限度，故此策略僅建議作為短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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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賣出歐式股票賣權的損益結構（到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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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多價差（Bull Spread）交易策略 

若預期未來需買入之標的股票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大，但短期上漲

幅度不至於太大，又不願付出太多的權利金，可以設計建構出一個能

獲得股票價值上升的利潤，但同時能鎖定下跌時，有限權利金支出的

價差交易，此策略也適合較保守之看多標的股票客戶。 

(一)看多買權價差（Bull Call Spread） 

買入低履約價 K1買權，並賣出高履約價 K2之買權，可組成看

多買權價差交易。由於低履約價之買權較高履約價之買權有價值，

C1>C2。在期初，會有淨買權權利金支出-C1+C2。到期總損益如下： 

表六、以買權組成看多價差交易之到期損益 

到期價格 買入買權損益 賣出買權損益 總損益 

St<K1<K2 -C1 C2 -C1+C2<0 

K1<St<K2 -C1+St-K1 C2 -C1+C2+St-K1 

K1<K2<St -C1+St-K1 C2-(St-K2) -C1+C2+K2-K1>0 

由圖七可知，到期日當股價如預期上漲（K1<K2<St）時，將有

獲利，其獲利金額為-C1+C2+K2-K1；而當股價走勢不如預期，下跌

（St<K1<K2）時，將有損失（權利金差額）-C1 +C2；當股價於區間

盤整時（K1<St<K2）時，可能有虧損、損益平衡、或有獲利，其中，

當 St小於 C1-C2+K1時，投資人損失；當 St等於 C1-C2+K1時，損

益平衡；而當 St大於 C1-C2+K1時，則獲利。 



圖七、以買權組成的看多價差交易到期損益 

K1 

K2

股票市價

買入買權 

賣出買權 

0 

-C1 

C2 

損益 

 

 

 

 

 

 

 

 

(二)看多賣權價差（Bull Put Spread） 

買入低履約價 K1賣權，並賣出高履約價 K2賣權，也可組成看

多價差交易部位。由於高履約價之賣權較低履約價之賣權有價值，即

P2>P1，所以在期初會有淨收入 P2-P1。到期總損益如下： 

表七、以賣權組成看多價差交易之期末損益 

到期價格 買入賣權損益 賣出賣權損益 總損益 

St<K1<K2 -P1+K1-St P2-（K2-St） -P1+P2+K1-K2<0 

K1<St<K2 -P1 P2-（K2-St） -P1+P2+St-K2 

K1<K2<St -P1 P2 -P1+P2>0 

由圖八得知，到期日當股價如預期上漲（K1<K2<St）時，將保

持獲利（權利金差額）P2-P1；而當股價不如預期，下跌（St<K1<K2）

時，將有虧損，其損失金額為-P1+P2+K1-K2；當股價於區間盤整



（K1<St<K2）時，損益為-P1+P2+St-K2，依股價（St）的走勢，可能

有虧損、損益平衡、或獲利。 



 

 

 

 

 

 

 

 

 

 

 

 

(三)看多區間遠期選擇權（Bull Range Forward Option） 

客戶若預期未來需買入之股票價格，在短期內可能盤整後上漲，

可以設計建構出一個能在區間內獲得固定權利金收入，同時保有股價

上升的利潤，但在股價不如預期下跌時，則需付出下跌的損失，此策

略也適合保守而看多標的股票的選擇權投資人，但需防備虧損的可

能。 

買入高履約價 K2的買權，並賣出低履約價 K1的賣權，可組成

看多區間遠期選擇權。可設計成有淨權利金流入的低履約價賣權權利

圖八、以賣權組成的看多價差交易到期損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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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P大於高履約價之買權權利金 C，即 P>C，則在期初會有淨收入

P-C。到期總損益如下： 



表八、以買賣權組成看多區間遠期交易到期損益 

到期價格 買入買權損益 賣出賣權損益 總損益 

St<K1<K2 -C P-(K1-St) -C+P+St-K1 

K1<St<K2 -C P -C+P>0 

K1<K2<St -C+(St-K2) P -C+P+St-K2>0 

由圖九可知，到期日當股價走勢於區間盤整（K1<St<K2）時，

將保持固定獲利（權利金差額）P-C；當股價不如預期下跌（St<K1<K2）

時，損益為-C+P+St-K1，依股價（St）的走勢，將可能有獲利、損益

兩平，或大幅損失的情況；當股價大漲（K1<K2<St）時，將有獲利

-C+P+St-K2。 

 

圖九、以買賣權組成看多區間遠期交易到期損益 

 

 

 

 

 

 

 

 

 

 

三、看多新奇選擇權（Bull Exotic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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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述買權與賣權等單純選擇權，加以調整修改，可設計出千變

萬化的看多新奇選擇權，來創造不同的損益型態。 

(一)看多界限選擇權（Bull Barrier Options） 

界限選擇權的收益型態，決定於界限價格，當標的股價觸及或到

達事先設定之界限價格，便可有不同的結果發生，可能是出局，可能

是生效，端視產品或合約之訂定。 

1.出局選擇權（Knock-out Option） 

出局選擇權是當標的股價在契約到期日之前，觸及或超出

所設定的界限時，選擇權自動失效而無價值；若標的股價未曾

觸及該界限，則其期末損益之計算方式可與單純選擇權相同。

因此若界限設定越接近市價則選擇權的價值越低，也就是權利

金越低。 

出局選擇權依其界限價格的高低，又分為上界或下界。若

設定界限價格比期初價格低時，當股價下降到界限價格就出

局，稱為下出局選擇權（Down-and-out Option），則是看多標的

選擇權之一。 

2.入局選擇權（Knock-in Option） 

入局選擇權是當標的股價在契約到期之前觸及界限價格

時，選擇權就生效了，其期末損益之計算方式可與單純選擇權

相同；若未曾觸及界限，則選擇權失效而無價值。因此，若界

限設定越接近市價，則選擇權的價值越高。 



若設定界限價格高於期初價格，當股價上升碰到界限價格

時即生效，稱為上生效選擇權（Up-and-in Option），即是看多

選擇權的一種。 

另依選擇權買權、賣權種類，以及出局、入局之界限，分

析到期損益結構如下表。 



表九、界限選擇權到期損益 

選擇權種類 到期日前未曾觸及界限之損益 到期日前曾經觸及界限之損益

入 局 買 權 -C Max（St-K,0）-C 

出 局 買 權 Max（St-K,0）-C -C 

入 局 賣 權 -P Max（K-St,0）-P 

出 局 賣 權 Max（K-St,0）-P -P 

(二)看多數位選擇權（Bull Digital Options） 

標的股價在一定期間內，觸及預先設定之水準(或履約價)時則給

付一固定金額，否則為 0之選擇權，也稱數值或打賭選擇權（Binary 

Options或 Bet Options）。數位買權在標的股票超出履約價格時，則付

予相當倍數收益。 

1. 現金或無買權（Cash-or-Nothing Call） 

在到期日 T 時，如標的股價高於履約價，則買方將獲得一固

定金額的現金 Q；如標的股價小於或等於履約價，則買方收

益為 0。到期報酬型態為：Q-C，if  St>K； -C，if  St<=K，

其中 Q為固定常數。 

 

 

 

圖十、現金或無買權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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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產或無買權（Asset-or-Nothing Call） 

在到期日 T 時，如標的股價高於履約價，則買方之到期收益

為標的股價；如標的股價低於或等於履約價，則買方之到期

收益為 0。到期損益結構為：St-C，若 St>K；-C，若 St <=K。 

 

 

 

 

 

 

 

 

 

第二節 看空型選擇權的投資策略 

看空型選擇權係指對標的看空格局判斷正確，則亦可獲得槓桿倍

數報酬率的選擇權，例如買入賣權的獲利可高於標的本身報酬率。 

St 

圖十一、資產或無買權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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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空單純選擇權策略 

(一)買入賣權（Long Put） 

買入歐式賣權到期利潤為Max（K-ST, 0）- P，其中Max（K-ST , 

0）是買入賣權的履約價值，反映了在沒有交易成本的前提下，當 K>ST

時，履約價值大於 0，選擇權會履約；而在 ST<K時，選擇權不會履

約。 

假設標的股票市價目前是$60，六月期的履約價格$58，賣權價格

$4，預期未來價格會下跌，買入賣權成本為$4x1000 =4,000。若賣權

到期日，股價下降至$40，則買入賣權的損益（P&L）為：：（$58-$40）

x1000=$18,000，減掉權利金成本$4,000，實際獲利為$14,000。報酬

率為：（18,000-4,000） / 4,000=350%，大於賣空現股的報酬率：

（60,000-40,000）/ 60,000=33.33%。故在本例中，採取買入賣權的報

酬率是採取賣空現股的十.五倍（350% / 33.33% =10.5）。 

 

 

 

 

 

 

 

因此，當股價下跌，且低於損益兩平價（K-P）$5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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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買入歐式股票賣權的損益結構（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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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買方能獲利。股價越低，利潤越大（獲利=$54- ST），最大的利

潤為履約價格減權利金（$54）（因股價最低為零）；若股價一直高於

履約價格時，買方的損失為購入賣權的權利金成本$4。 

(二)賣出買權（Short Call） 

賣出歐式買權到期利潤為-Max（ST-K, 0）+ C或是Min（K-ST, 0）

+C，其中-Max（ST-K, 0）或是Min（K-ST, 0）是賣出買權的到期價

值，當 ST>K時，選擇權被履約時，付出 K-ST；而在 ST<K時，選擇

權不會被履約，最高收益為權利金。 

同前例，標的市價為$60，六月期的履約價格$58，買權價格$5，

預期未來價格會小跌或至少不漲，採取賣出買權。期初收取權利金收

入$5x1000=$5,000。若買權到期日，股價下跌至$55，則賣出買權的

報 酬 率 ： 5,000/5,000=100% ； 若 比 較 賣 空 現 股 的 收 益 率

(60,000-55,000)/60,000=8.33%高。故在本例中，採取賣出買權因不需

付出資本金，報酬率較高，是採取賣空現股的十二倍（100% / 8.33% 

= 12） 

買權賣方的損益結構，正與買權持有者的損益結構相反。在到期

日，當股價高於損益兩平價（63, K+C）時，買權賣方將損失差價（$63

減去股價）。股價上升越高，則損失越大（例如股價上漲至 75時，將

損失$12）；但若股價一直低於履約價格，則到期時，賣方將得到其最

大利益，也就是權利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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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空價差（Bear Spread）交易策略 

客戶若預期未來需賣出之股價下跌的可能性大，但跌幅不至於太

多，又不願付出太多的權利金。可以設計建構出一個能獲得股價下跌

的利潤，但同時也能鎖定有限權利金支出的價差交易，此策略同樣也

適合較保守的看空股票的選擇權投資人。 

(一)看空賣權價差（Bear Put Spread） 

看空賣權價差與前述看多賣權價差建構方式，也是剛好完全相

反，為同時賣出低履約價 K1 之賣權，並買入高履約價 K2 之賣權。

到期時，若標的股價下跌，即可獲利；但若標的股價上漲時，其損失

有限，此策略的優點也是付出有限權利金，同時讓獲利及損失都落在

有限的範圍內。由於高履約價之賣權較低履約價之賣權有價值，即

P2>P1，所以在期初會有淨支出 P1-P2。到期總損益如下： 

 

表十、以賣權組成看空價差交易之到期損益 

到期價格 賣出賣權損益 買入賣權損益 總損益 

St<K1<K2 P1-（K1-St） -P2+（K2-St） P1-P2-K1+K2>0 

K1<St<K2 P1 -P2+（K2-St） P1-P2+K2-St 

K1<K2<St P1 -P2 P1-P2<0 

 



 

 

 

 

 

(二)看空買權價差（Bear Call Spread） 

看空買權價差與前述看多買權價差建構方式剛好完全相反，為同

時賣出低履約價 K1 之買權，並買入高履約價 K2 之買權。到期時，

若標的股價下跌，即可獲利；但若標的股價上漲時，其損失有限，此

策略的優點是降低風險，讓獲利及損失都落在有限的範圍。由於賣出

之低履約價買權，較買入之高履約價買權有價值，即 C1>C2，在期初

會有淨收入 C1-C2。到期總損益如下。 

表十一、以買權組成看空價差交易之到期損益 

到期日價格 賣出買權損益 買入買權損益 總損益 

St<K1<K2 C1 -C2 C1-C2>0 

K1<St<K2 C1-（St-K1） -C2 C1-C2-St+K1 

圖十四 以賣權組成看空價差交易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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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以買權組成看空價差交易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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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十五得知，到期日股價走勢如預期，下跌（St<K1<K2）時，

將保持獲利（權利金差額）C1-C2；但當股價不如預期，上漲

（K1<K2<St）時，將有損失，損失金額為 C1-C2+K1-K2；當股價於

區間盤整(K1<St<K2)時，損益情形為 C1-C2-St+K1，依股價（St）的

走勢，可能有虧損、損益平衡、或有獲利。當 St小於 C1-C2+K1，投

資人獲利；當 St 等於 C1-C2+K1，投資人損益平衡；而當 St 大於

C1-C2+K1，投資人虧損。 

三、看空新奇選擇權（Bear Exotic Options） 

(一)看空界限選擇權（Bear Barrier Options） 

1. 出局選擇權（Knock-out Option） 



出局選擇權若設定界限價格比期初價格高時，當股價上升到

界限價格就出局，稱為上出局選擇權（Up-and-out Option），

為看空選擇權的一種。 

 

2.入局選擇權（Knock-in Option） 

若入局選擇權設定界限價格低於期初價格，當股價下跌碰到

界限價格時即生效，稱為下入局選擇權（Down-and-in 

Option）。 

(二)數位選擇權（Digital Options） 

數位賣權在標的股價低於履約價格時，即付與相當倍數收益。 

1. 現金或無賣權（Cash-or-Nothing Put） 

在到期日 T 時，如標的股價大於或等於履約價，則買方之到

期收益為 0；如標的股價低於履約價，則買方之到期收益為

現金 Q。因此，買進現金或無賣權之到期利潤結構為：Q-P，

若 St<K；-P，若 St>=K。 

 

圖十六、現金或無賣權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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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產或無賣權（Asset-or-Nothing Put） 

在到期日 T 時，如標的股價大於或等於履約價，則買方之到

期收益為 0；如標的股價低於履約價，則買方之到期收益為

到期日之股價。到期損益結構為：St-P，若 St<K；-P，若 St>=K。 

 

 

 

 

 

 

 

 

 

第三節 其他選擇權交易策略 

圖十七、資產或無賣權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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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交易策略亦可運用於多空混雜的經濟金融情況下。 

一、下跨式部位（Bottom Straddle） 

若預期未來標的股價會有大幅震盪（大幅上升或下降）的可能

性，或近期波動度較高時，可選擇作一個下跨式部位。 

下跨式部位操作方式為同時買入買權及賣權，且買權及賣權具有

相同之履約價及到期日。 

 



表十二、下跨式部位到期損益 

到期日價格 買權損益 賣權損益 總損益 

St<K -C -P+（K-St） -C-P+（K-St） 

St=K -C -P -C-P 

St>K -C+（St-K） -P -C-P+（St-K） 

 

 

 

 

 

 

 

 

 

 

 

下跨式策略在到期時，若標的股價接近履約價，則投資者將損失

將近買權與賣權相加的權利金支出；而如果標的外匯超出履約價大

漲，則買權獲利，若大跌遠低於履約價，則賣權獲利。 

二、上跨式部位（Top Straddle） 

上跨式策略係預期未來標的資產將處於盤整局面或無大幅波動

的可能。股價走勢若如預期，即可賺取買權及賣權的權利金收入；惟

若不如預期，大幅下跌或上漲，將會產生很大的損失。架構上跨式部

圖十八、下跨式部位到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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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同時賣出買權及賣權，其中，買權及賣權具有相同之履約價及到

期日。 

表十三、上跨式部位之到期損益 

到期日價格 買權損益 賣權損益 總損益 

St<K C P-（K-St） C+P-（K-St） 

St=K C P C+P 

St>K C-(St-K) P C+P-（St-K） 

 

圖十九、上跨式部位到期損益 

 

 
 
 
 
 
 
 
 
三、界限選擇權（Barrier Options） 

(一)上限型選擇權（Cap Option） 

上限型選擇權亦為出局選擇權的一種。當標的股價碰到或超出所

設定的界限時，選擇權自動失效，其價格可能為 0；或可能給與某一

固定的報酬（rebate）；或為上限價格減去履約價格。 

(二)雙重界限選擇權（Double Barrier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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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選擇權同時存在兩個界限價格，即一個價格區間，只要標的

股價觸及其中一個界限價格時，即跳出間，選擇權將出局失效。 

(三)階梯選擇權（Ladder Option） 

當股價觸及到某一特定的階梯價格時，履約價格將自動的重新設

定為此階梯價格，而將外匯上漲超過原履約價格之部分鎖住。此種選

擇權是設計來保障投資人標的外匯在到期期間內可能先漲後跌的利

益與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