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構型商品的應用 

結構型商品首次出現在 1985-1986，因美國利率持續下降，引起債券價

格的升溫，投資人亟思尋找不同損益結構的債券商品，來取代當時利率持

續走低的固定利率債券。在 1992-1993 與 1996-1997 年間，此情形又再次

發生，都源於利率走低之故。逐漸的在中期票券（Medium Term Note）市

場就出現了不同的競爭產品 - 結構型票券市場（Structured Note Market）。 

但是隨著 1994 年債券市場的崩跌，投資人突然了解到這些新奇商品的

流動性幾乎是零，也引發了大量的虧損。例如聞名的加州橘郡投資的逆浮

動票券（Reverse FRNs）損失就超過十億美元，其流行熱潮一下子就消逝無

蹤，但在 1997 年，卻又重新成為流行商品。 

綜合而言，由結構型商品固定循環流行的道理，可知其係債市多頭的

商品，對於能瞭解且適當評估風險的熟練投資者而言，在特定景氣循環環

境下，具有超值優點，也是最近在台灣引發不退的投資熱潮，存款、債券、

保險紛紛進行結構式設計，創造迥然不同的收益型態商品，如組合式外匯

存款、投資型或高收益債券、投資型保單等。 

第一節 結構性商品的設計原理 

本章所要探討的結構型金融商品範圍，即利用財務工程原理將選擇權

與投資工具結合而成的商品。對發行者而言，結構性商品的構成原理，是

由債務（Debt）商品結合一種或多種的衍生性工具而成；對投資者言，可

以是資產（存款或債券或權益商品）的契約條款中附加衍生性商品結構而

成。期末損益，是各項結構商品拆解後的損益總和。 

對投資者而言，結構型商品的優點是除了分散資產配置與風險外，創

造投資可衡量的收益性與靈活性；缺點則為難以輕易的衡量風險、隱含多



種衍生性商品，且必須進行更動態的避險。 

一、結構型商品的連結型態 

Roberto Knop在 2002出版的 Structured Products書中，依結構型商品連

結成分的複雜度，將型態分為二類：1. 依本金的承諾（Commitment）與否

分類，分為保本或不保本（或稱保息或高收益）。2. 依結構的財務連結性質

分類，如固定收益（Fixed Income）或權益（equity）型態。依照第一種分

類，世界各國的金融監理機構對於不保本的商品，皆規定不能使用存款的

字樣在商品的名稱中，以保護不知情存款人免於本金虧損的情況發生。 

(一) 保本類結構型商品 

(二)  

投資人                                     發行人 

     投資                                      原始金額 

                                              衍生性商品 

到期日 

本金收回率                                       本金 

衍生性損益                                        損益 

 

資料 來源：翻譯整理自 Boberto Knop, Structured Products, A Complete Toolkit           

to Face Changing Financial Markets 



(三) 不保本類（保息或高收益）結構型商品 

 

投資人                                          發行人 

 投資                                           原始金額 

 衍生性商品 

到期日 

本金收回率                                     本金 

衍生性損益                                      損益 

 

資料來源：翻譯整理自 Boberto Knop, Structured Products, A Complete Toolkit to Face 

Changing Financial Markets 

二、依照結構型商品的世代（generation）分類 

S. Y. Peng & R. E. Dattatreya在 1995 出版的 the Structured Note Market

書中，按照世代（generation）分類，將結構式商品分為兩大世代，各自特

色如下： 

(一)第一代結構式商品的特色： 

1. 僅含有一個浮動利率指標， 2. 浮動利率指標到期日必須和重設期

與付款期間一致（例如支付 3M LIBOR 利率，重設日與付款日必須按季），

3. 浮動利率指標必須與債券的名目本金同一貨幣及同一國家（例如息票係

USD3M LIBOR，則名目本金必須是美元）， 4. 結構可以包含利率上限



（Cap）或利率下限（Floor），但不包含新奇選擇權。 

類型計有：1. Prime浮動利率債券（Prime FRNs），2. 利率上下限（Capped 

and Floored FRNs），3. 項圈債券（Collared FRNs），4. 逆浮動債券（Inverse 

FRNs），支付利率為與浮動利率逆向關係，5. 超級浮動（Super floaters），

支付利率為浮動利率的乘數。 

表十四、第一代結構式商品的分析 

結  構 分  析  法 分析的適用性 

Prime 
Deleveraged  
Prime FRN 

Deterministic 
(1) Historical 
(2) Expectation 

Difficult to have view on Prime.  Need historical data as point of 
reference.  Since no optionality is involved, deterministic analysis is 
appropriate. 

Capped  
(Levg)FRN 
Collared 
FRN 
Floored 
FRN 
Inverse FRN 

Simulation 
(1) Expectation 
(2) Forward 

Capped, floored, and collared FRNS are generally bets against the 
high predicted forward rates from occurring.  All three produce 
higher coupons if rates rise.  The inverse FRN is a very bullish 
structure which differs from the above three in that its coupon drops 
if rates rise. Since all the above notes contain optionality, simulation 
analysis is the appropriate analysis methodology. 

Super floater Simulation 
(1) Expectation 
(2)Forward 

The super floater is a very bearish structure which provides high yield 
if forward rates rise rapidly.  The embedded option is in the form of 
the zero coupon floor. Simulation analysis is thus required for a full 
analysis. 

資料來源：Scott Y. Eng & Ravi E. Dattatreya, The Structured Note Market 

(二)第二代結構式商品特色 

含有下列一或以上的特色：1. 指標到期日與重設期日不相符（例如 FRN

是支付 10 年期公債利率，而重設期日與付款日為每季），2. 多重指標（依

據總額或差額計算付款額或其他指標），3. 新奇選擇權損益型態，包含但不

限於 binary option、提前付款選擇權或路徑相依選擇權，4. 有一依據國外利

率付款的指標，5. 不尋常的槓桿（例如債券損益係與 LIBOR平方相關）。 



表十五、第二代結構式商品的分析 

類  別 結  構 分析的適用性 

Index 
maturity 
mismatch 

CMT, CMS 
FRN, 
Deleveraged 
CMT 

CMT/CMS notes are indexed to longer maturity indices to produce 
enhanced yield. Deleveraged CMT FRNs have high coupon floors to 
produce higher yields than LIBOR FRNs. CMS is used by 
European/Japanese investors as a proxy for the CMT index. 

Multi 
-index 
(differential) 

CMT-LIBOR 
Prime-LIBOR  

Mostly purchased in 1992-93 by investors seeking to obtain higher 
floating rate yields than either CMT or prime FRNS. 

Exotic 
option 

Accrual note Permits investors with range views to obtain high yield. Accrual notes 
contain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s than fixed rate notes. 

 Index Amortizing 
Note, Ratchet 
Note 

Purchased by bullish investors who believe rates will remain low. 
IANs purchased by mortgage buyers. These notes contain 
path-dependent options. 

Quanto Non-US rates 
plays 
denominated in 
US$ 

Liked by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with views on non-domestic rates. 

Unusual 
leverage 

Inverse LIBOR 
squared, Inverse 
CMT/S squared 

Very high risk, high return instrument purchased by investors who 
have a definitive view on the rate in question. 
 

資料來源：Scott Y. Eng & Ravi E. Dattatreya, The Structured Note Market 

 



第二節 台灣的結構型商品設計介紹 

台灣金融市場上，過去幾年銀行界較為熱門自行組合的結構型商品，

為以定期存款結合外匯選擇權或股票指數選擇權等金融選擇權而成。 

一、保本型外匯組合式商品（Principal Protected Currency Deposit, 
PPCD）－外匯存款＋買入選擇權 

保本型設計要點主要為將定存本金的利息收入，投資於標的選擇權，

到期時，存款人除了有本金保障，更可以部分參與選擇權的額外收益，相

對於保守的投資人，不失為最佳的投資工具（但如僅靠利息維生者，則不

適合）。換句話說，客戶參加保本型存款之收益率，須視選擇權到期可產生

之收益而定，無法於期初保障收益率。如選擇權到期為無價值（即到期收

益率為零），則其收益率將比一般定存低（減去作為權利金的利息）。 

以圖二十解說保本型組合式存款之設計及操作原理。 

 



資料來源：研究生編輯整理

圖二十、保本型組合式存款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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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型範例介紹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曾於 2001 年，推出三個月期美元理財專案。標榜的

是短期定存，而有機會享受最高稅前年投資報酬率約為 13.34%（三個月約

為 3.33%）。該產品連結標的為歐元兌美元匯率選擇權，並設定一獲利失效

點，只要到期時歐元兌美元匯率高於履約匯率，並且在存款期間內歐元兌

美元匯率未曾觸及失效點，則存款人於到期時將可獲取歐元匯差收益，即

（到期歐元兌美元匯率-履約匯率）/履約匯率。一旦歐元兌美元匯率於期間

內曾經觸及失效點，或於產品到期時低於履約匯率，則投資人可獲取 0.5%

的美元年保證收益（稅前）。產品之履約匯率是以歐元兌美元之進場即期匯

率 0.8868加上 0.0100，而失效點則是以 0.8868加上 0.0400。 

分析該產品特色及優缺點如下： 

1. 本金保障：到期保證 100%美元保本，且最低可獲取 0.5%的美元年保證

收益，並有機會創造可能的高收益：最高可能稅前年投資報酬率為

13.34%（三個月約 3.33%），優於一般定存。 

2. 短期資金：投資期間短，僅三個月，資金流動性佳。 

3. 可能獲取收益的區間非常狹小，機會低。搭配的是具有入局及出局買權

的雙重界限選擇權，履約匯價為進場歐元兌美元即期匯價 0.8868 加

0.01，獲利區間為歐元兌美元匯率於到期期間內維持於進場匯率 0.8868

的 0.01到 0.04間波動，否則即失效出局。付出的權利金可以非常少，因

此，仍可保有最低 0.5%的保障收益率。 

商品可能年收益對照表 

到期匯率 年報酬率（稅前） 

到期匯率<履約匯率（0.8968） 0.5% 



到期匯率>履約匯率，且未觸及獲利失效點

（0.9268=0.8868+0.04） 
[（到期匯率-履約匯率）/履約匯率]*
（12/3） 

到期匯率>履約匯率，但曾觸及獲利失效點

（0.9268） 
0.5% 

註：最高收益率可達13.34%，[（0.9267-0.8968）/0.8968] *12/3 =0.03334*12/3=13.34%。 

資料來源：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美元理財專案說明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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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生編輯整理 



二、保息型外匯組合式商品（Premium Currency Deposit, PCD）
－外匯存款＋賣出選擇權 

以定期存款的本金作為選擇權標的，賣出該項權利，收取的權利

金加上原來定存的利息，稱為優惠利率。但在選擇權標的資產的市場

走勢不利時，將以履約價格被執行後，強迫轉換為另一資產。該賣出

之”買權標的物”需為該外匯存款，因此若買權被執行時，通常該買權

標的存款將被轉換。例如: 美元外匯存款＋賣出歐元賣權/美元買權，

若買權被執行（美元市價高於履約價），則將以履約價，將美元轉換

為歐元（貶值）存款。因此存款幣別轉換時通常讓投資人處於不利地

位。 

參加保息型商品之優惠收益率，來源為賣出選擇權之權利金，於

期初即可確定，也因定存本金可能於期末轉換為相對幣別，故又稱”

雙元存款 “（Dual Currency Deposit）。以圖二十一解說保息型組合式

商品設計及操作原理。 



 

 

圖二十一、保息型組合式存款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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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息收入 USD118.75 

 

 

賣出賣權被執行，定存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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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金收入

USD214.58 

 

資料來源：研究生編輯整理 



保息型存款範例介紹 

台北銀行曾於 2001 年推出一個月期美元或歐元加值雙享受專

案。標榜的是提供小額外匯存款客戶，在辦理外匯定存時，可享有與

一般定存不同的收益型態。 

客戶與該行約定將外匯定存連結賣出一個外匯選擇權，即由該行

代為賣出一個買權（Call）或賣權（Put），再將賣出選擇權所得之權

利金，換算為等值年收益率，稱為「加值利率」，加上原來之外匯定

存利率，合計為「加值優惠利率」。 

到期日時，若選擇權未被執行，將依原外匯存款幣別支付「加值

優惠利率」之收益給客戶；若選擇權被執行，原外匯定期存款本金將

依約定之履約價格，轉換為另一種幣別，利息部分，則仍依原外存幣

別支付「加值優惠利率」之收益給客戶。 

依照存款幣別美元或歐元，區分為 A與 B 兩個方案。 

1. A方案—美元定存 

加值型雙享受外匯定存-美元定存+賣出歐元賣權/美元買權 

定存金額：美元 100,000 
原外幣存款：美元 
即期參考匯率：0.8800 
一個月美元掛牌利率：1.45% 

天期：一個月 
轉換幣別：歐元 
履約匯率：0.8620 
加值優惠利率：4% 

情況一：到期日歐元匯率>=0.8620 
以美元領回本金 100,000+利息
333.33(100,000x4% x30/360) 
共 USD100,333.33 

情況二：到期日歐元匯率<0.8620 
本金轉換為 116,009.28歐元+利息
333.33(100,000x4%x30/360) 



 



2. B方案—歐元定存 

加值型雙享受外匯定存-歐元定存+賣出歐元買權/美元賣權 

定存金額：歐元 100,000 
原外幣存款：歐元 
即期參考匯率：0.8800 
一個月美元掛牌利率：2.5% 

天期：一個月 
轉換幣別：美元 
履約匯率：0.8960 
加值優惠利率：5% 

情況一：到期日歐元匯<0.8960 
以 歐 元 領 回 本 金 100,000+ 利 息

416.67(100,000x5% x30/360) 
共 EUR100,416.67 

情況二：到期日歐元匯率>=0.8960 
本金轉換為 89,600美元+利息
416.67(100,000x5%x30/360) 

資料來源：台北銀行, 美元/歐元加值雙享受專案說明書, 2001 

 

 

三、綜合型外匯組合式商品 

同時使用保本型與保息型的操作方式，以利息買入選擇權，同時

又以定存本金當標的賣出買權或賣權。可知其收益與本金皆具有不確

定性與風險性，可能是高風險也是高收益。 



第三節 結構型商品的風險與管理 

結構型商品對投資人的風險 

風險類型 說        明 

連動條件適

用風險 

舉例來說，若連動標的是歐元兌美元匯率選擇權，若產品發行期間內之標的匯率

大於設定之履約匯率，且小於設定之獲利失效匯率，則可享有(到期匯率-執行匯

率)/執行匯率之投資收益率。 
須注意的是生效或失效的條件及機率的大小是否與收益型態合理。 

匯兌風險 

由於組合式定存以外幣計價，因此投資人必須考量到申購時以新台幣兌換外幣，

到期時由外幣再換回新台幣的匯兌風險。(若已持有該外幣的投資人，則較無匯
兌風險)。 
另外保息型商品本金轉換的相對幣別匯率風險更須詳細了解是否可以承受。 

流動性風險

組合式定存的期間由幾個月到幾年不等，投資人須注意本身之資金需求。有些保

息型商品無法解約。保本型商品若想提前解約，銀行將會酌收違約金或有其他限

制。 

市場利率風

險 
比較一般定存利率與組合式定存給定之優惠利率，若優惠利率越高，則組合式定

存的風險也就越高。 

 

 

資料來源：研究生編輯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