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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隱含波動率(Implied Volatility,IV)與波動率指數(Volatility Index,VIX) 
 
一、隱含波動率代表性 

Hull and White(1987)說選擇權的交易，好比是波動率的交昜。但隱含波動率

要考慮資料的偏誤性，與及是否產生自我相關的問題。但一般都認為隱含波動率

具有預測未來波動率資訊的能力，但有關歷史波動率與隱含波動率何者比較能評

價選擇權價格，以及隱含波動率的變化是否能預測選擇權的價格，過去實證結果

眾說紛紜，例如 Huang(2002)參考過去許多學者研究隱含波動率是否是足以代表

預測能力，周雨田(2004)在研究上並沒有一致的結論，例如 Day & Lewis(1992)、

Canina & Figlewski(1993)認為無明顯差異，但 Jorion(1995)、Christensen & 

Prabhala(1998)、Fleming(1998)、Huang(2002)等人則認為隱含波動率率預測能力

優於歷史波動率，雖是有偏誤的估計式，但是個預測市場波動的很好代理方式

(proxy)。 

 

雖然隨含波動率是預測市場波動很好代理方式，但 Huang(2002)綜合一些研

究指出隱含波動率有一些衡量的偏誤，包括現貨與選擇權市場交易時間開收市的

不一致的非同步情形，例如期權收市比現貨市場收市晚 15 分鐘，一些新的資訊

進來市場後價格產生跳躍式的變化，又例如歐式選擇權因無法提前贖回的履約貼

水(exercise premium)及假設無股利發放等問題產生偏誤，Harvey and Whaley (1992)

指出上述的現象，特別在到期日前一週時比較嚴重，綜合近來一些研究指出這樣

的誤差大概影響了約 2-5%選擇擇價值。金融商品實際觀察上，波動率變化是與

時變異的時間函數，會產生叢聚效高及高峰厚尾，如果能事先預知波動性行程，

將有助於提高決策的品質。 

 

傳統上研究歐式選擇權價格使用 Black-Sholes 公式去推導理論價，但學者

Fleming(1998)認為純以統計模型分析，恐會忽略了選擇權價格包含的條件資訊

(conditioning information )，(Huang, 2002)認為 Black-Sholes 選擇權評價模式存在

一些假設(服從波動率常態分配的幾何布朗運動，但波動率卻是有微笑現象)，是

一種模型特異化問題。Chaput and Ederington (2005)利用 CME 歐元選擇權市場的

波動率變化設計選擇權交易策略，發現投資人儘量讓 Delta 極小、Gamma 極大、

Vega 極大，而且較少考慮到波幅微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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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and Whaley(1992)指出隱含波動率(Implied Volatility, IV)能反應市場

對波動率的預期，因價平選擇權包含最多波動率的資訊，而且對波動率的變動最

敏感，所以利用價平選擇權反推算求得的隱含波動率可包含最多的市場交易訊

息，較能反應當時的市場波動情形，但時間不一致的問題會造成買權與賣權波動

率產生系統上的偏誤。不過 IV 有波幅微笑現象，也是誤差來源。雖然 Jorion (1995)

指著文指出利用日報酬預測能力檢定模式之解釋能力低(R2 幾乎都少於 10%)，

不建議以日報酬絕對值來真真實波動率的代理變數。金融股市由於交易頻率非常

高，進一步的研究者是利用日內交易資料(如周雨田(2004)、Kyong and Sang(2005))

進行分析。 

 

Fleming, Ostdiek and Whaley(1995)實證發現 VIX 與同時間的股票市場報酬

呈現高度負相關及擁有非對稱的關係，當股市指數下跌時，VIX 變化量會較市場

上漲時所造成的 VIX 變化量來的大。涂登才等人(2004)使用 CBOE 在 2004 年重

新編制的 VIX 公式來編制台指選擇權 VIX 指數，觀察 VIX 與台股指數之間的變

動關係，研究結果認為台指選擇權的市場尚淺，避險效果需將模本觀察值拉長而

有提升效果。 

 

James(2001)研究 VIX 指數，可以用來預測市場波動率而非市場的變動方

向，當 VIX 趨於低檔時，價格變動區間預期會擴大，當 VIX 指數過高時，價格

的變動範圍預期將會縮小。當市場指數與 VIX 指數同位於高檔時，預期價格不

會有什麼變動。但市場指數位於高檔而 VIX 指數位於低檔時，預期價格變動會

增加，可能有相當賣壓出現。 

 

過去一些實證研究中指出波動率與市場指數呈現負向關係，但由於波動率與

市場指數可能具有假性迴歸關係，故並不直接以波動率大小與市場價格作討論，

而是以波動率的變動為基礎探討其與市場報酬率的關係。國內胡僑芸(2003)的碩

士論文採用自行編製的 VIX 指標，以 ΔVIXt=Ln(VIXt/VIXt-1)方式表示，而市場

報酬率則是本期價格與上期價格取自然對數 Rt=Ln(Pt/Pt-1)，從 2002/12/1~2003/3/31

四個月 78 個交易日，以每分鐘計算一次的基礎下，每天可累積 270 個觀察值，

建構出一條 VIX 與市場報酬的迴歸式，且顯示波動率的變動與市場報酬率間呈

正向關係，與過去實證結果不同。不過當時正逢美伊兩間間隨時要開戰的預期，

市場波動率不斷攀高也是很合理的結果，故本文認為外在環境樣本挑選的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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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會影響波動率的變動與市場報酬率間呈關係的呈現。 

胡僑芸(2003)的碩士結論很有趣，台指市場由於期權市場比現貨市場早 15 分

鐘開盤，會造成期權市場開盤後的 VIX 指數呈現 Jump 墜落現象，大約是 150bp

幅度，佔當時平均波動率(27.5%)的 5.5%之多，且日內波動率會一路下滑直到收

盤，日內總下滑幅度共 250bp，她甚至想利用賣出跨式契約以賺取權利金，無論

交易成本是否存在，經檢定後並無超額報酬現象出現。 

 

有關隱含波動率如何來取代波動率的預測能力上，Christensen & Prabhala 

(1998)、Huang(2002)所使用之公式如公式 2.1 所示，公式中的 FVt代表隱含波動

率，ＭＡ20 代表 20 天的歷史波動率。Christensen and Prabhala(1998) 建構這公式

指出有三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若隱含波動率的資訊能影響到未來波動的，那麼

β2 值要大於 0。第二個假設是若隱含波動率是不偏的估計量時，β1 應該等於 0，

而且 β2 要等於 1。第三個假設是假如隱含波動率比其他子更有顯著性，那麼資訊

就應包含在其他迴歸因子中，也因此可以估計以下的迴歸式： 

 

)1.2(20321 tttt uMAIVFV +++= βββ    

   

β2 要有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用 MA20 而非 MA90，主要考量到如 Christensen 

and Prabhala(1998)所說的若資料重壘性過高(overlapping data)可能會扭曲估計結

果，例如 MA60 可能過度了強調歷史波動率了，而且 MA20 非常符合台指選擇

權市場以每月期間為契約的週期。不過，Jorion(1995)指出，選擇權評價理論中

隱含波動率是距到期日的不偏估計式，但下一個交易日(短期)卻不見得一定是不

偏的，假如市場知道某些資訊在未來特定時間會釋放時，存在期間結構(term 

structure)現象。 

 

二、波動率不對稱現象  

Huang(2002)認為使用過長時期的隱含波動率會影響預測能力。他認為投資

人通常只希望預測未來一週或明天的波動率，因此他採用了短期及長期二個方式

來衡量隱含波動率。他的研究指出買權(Call)與賣權(Put)二者的背後有不同的資

訊內涵。而且他發現 Put option的 IV 比 Call的 IV 更有預測效果。 

Whaley(2000)、Giot(2002)指出股價指數報酬與波動度指數之間存有負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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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 Figlewski & Wang(2000)以指數報酬為自變數，以隱含波動度為因變數，

發現指數上漲、下跌對波動度影響是非對稱的。又如許多實證(Fleming, Ostdiek 

and Whaley(1995)、Tavakkol(2000)、等人研究指出，不論買權的 VIX 或者賣權的

VIX 都與大盤呈反向趨勢，且 VIX 對指數下跌的反應較指數上漲來的快，當指數

下跌時，賣權波動率與指數負相關比買權波動率明顯，但賣權的 VIX 比買權的

VIX 反向變動更敏感，且賣權的波動率通常會高於買權的波動率，這些現象足以

說明 VIX 是一種恐慌性指標。所以國內的碩士論文胡僑芸(2003)、紀姿伶(2004)

依據學者們的結論實證國內台指選擇權市場，如胡僑芸(2003)實證結果是賣權波

動率高於買權波動率 5%左右，這與學者 Harvey and Whaley(1992)研究發現相

同。若我們與展望理論的看法相呼應，不難了解其想法。人們因為害怕手上持股

下跌以賣權為下檔風險之保護，產生對買進賣權的超額需求，以致賣權價格較

高，賣權的隱含波動率自然高於買權的隱含波動率。這種行為反轉的現象讓

Huang(2002)曾論文指出選擇權的行為與風險規避現象相關，討論展望理論運用

在選擇權的投資行為上。 

 

他提出對買進買權(Buy Call)的投資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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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買進賣權(Buy Put)的投資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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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的 S 代表標的物價格，而 K 代表履約價，而使用價平(At-The- 
Money, ATM)則最符合展望理論的風險規避現象。而 Huang(2002)發現在 20 天移

動平均(MA20)的歷史波動率(Historical Volatility, HV)的解釋能力不及 Call 與 Put
的隱含波動率(Implied Volatility, IV)。在指數漲勢時，買權隱含波動率(CIV)有強

解釋力。在急跌的情形下，賣權隱含波動率(PIV)解釋力最強。但在短期下 PIV
永遠是最好的解釋因子。作者認為有可能是未來波動率存在重要資訊的交易成本

是符合 Kahneman and Tversky(1979,1992)所提出的展望理論的假設情形的。 

第二節、金融資產報酬條件變異不齊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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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金融的理論裡，很多時間序列的實證上都發現具有條件變異不齊一的

現象，會隨時間改變(time-varying)，數學式表示為 var(yt|yt-1)=σt
2。衡量財務行為

的風險指的是波動度的變化性，既然波動度會隨時間變動，即隱含了風險也隨著

時間變動。財務市場中常見槓桿效果，當財務資產出現負報酬時，會比正報酬造

成更大的波動現象，表現出條件變異數波動的不對稱現象。所以周雨田等人(2004)

觀察台灣股市的週報酬率、週變幅等資料，都不是常態分配，呈現高狹峰現象。

我們觀察選擇權市場價格的變化，也會發現這種情形。 

 

處理這些變異不齊一的現象最有名的如 Engle(1982)提出的 ARCH 模型，特點

是條件變異設定為殘差項落後平方的函數。Bollerslev(1986)遵從老師 Engle 的

ARCH 模型理念，俢正提出 GARCH 模型，除納入殘差落後期平方項影響外，同

時也將條件變異數的落後期導入模型中，使得條件變異數的動態結構更具彈性，

在參數估計上也可以更精簡。一般而言，財金研究發現，金融商品報酬本身或許

沒有很大的相關性，但報酬平方卻有明顯的自我相關情形，我們處理歷史波率率

的資料可以使用 GARCH 模式，最主要是考慮 GARCH 模型能適切描述金融商品

報酬的群聚現象及厚尾現象，學者發現資產報酬條件變異數會受前題方向及大小

(Sign and Size)影響而有不同程度的變化，產生不對稱現象，如 AR(1) 的時間序

列資料產生過程 (Data Generating Process, DGP) 若有一個結構式的轉變，則  

Pt = a0 + a1Pt-1+ a0Dt，Dt是虛擬變數，甚至有學者考慮到金融商品受到外在環境驟

烈衝擊產生條件轉折，提出 TGARCH(Threshold GARCH)，好比在台股 2004 年

時歷經重要的總統大選事件，就蠻符合這樣的假設。 

 

從 GARCH 模型上來看，將過去殘差及變異性納入條件變異方程式中。AR, 

MA, ARMA, ARIMA 等方法均無法將二階以上的動差納入模型，即無法解釋變

異數隨時間改變的現象，而 GARCH 允許預期條件變異數作為過去殘差的函數，

使變異數能隨時間而改變，突破過去對波動度衡量方法的限制，不過 GARCH 模

式屬有母數的波動度模式普遍可能存在嚴重定式誤差問題。GARCH 模型中隱含

風險是隨時間變動而變動的。使用 GARCH 模型自我相關變異數不齊一來自過去

的殘差平方，所以無法使用 OLS 方式來校正迴歸殘差變異問題，需要使用最大

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來估計。 

Duan(1995)第一位將 GRACH 模型運用在選擇權評價中，結果顯示模型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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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正 BS 選擇權評價法的偏誤。研究發現除隨機波動度模型外，可藉由 GARCH

模型來解釋隨機變異數之選擇權評價模型，以 GARCH 過程透過蒙地卡羅模擬法

所大部份金融資產均有厚尾現象(fail tail)，厚尾情形可能來自波動度隨機性或是

極端值發生次數較多，可用 GARCH 來解決厚尾現象。台指選擇權理論價格幾乎

均採用 Black-Scholes 公式推導之評價，雖然 B/S 模型有一些推導假設，例如股

價跳動模式是幾何布朗運動且服從波動率常態分配的，但有研究如 Huang(2002)

指出，波動率過程與股價過程即時非相關是不切實際的，即時考慮各式各樣隨機

變數推導的精巧評價模型(sophisticated pricing models)也不見得比簡單易懂的傳

統 B/S 公式更具適合性，同樣的國內碩士生，如李季芳(2004)使用 BS 模式與

Edgeworth GARCH 演算法去檢驗台指選擇權，兩者間並無顯著差異，而林景智

(2002)在碩士論文中用歷史波動性、隱含波動性、ARCH、GARCH 不同的評價

模型去求算理論價格去分析台指買權價格，也無明顯差異。既然有一些論文無法

明確說明 B/S 模型的不合適性，故本文仍以 Black-Scholes 評價公式為主，再對

照台灣業界裡，也普遍地使用 B/S 模型來做各種參數的推導及運用，這樣的假設

也符合台灣的投資生態。 

 

前文提到金融市場常有高狹峰厚尾現象，若峰態係數 K>3 以上屬於高狹峰

(leptokurtic)，可支持使用 GARCH 模型來預測金融資產的波動率，Bollerslev 等

人(1992)研究指出 GARCH(1,1)已經能夠捕捉到條件波動的情形，Martens and 

Zein(2004)研究 CEMS&P500 選擇權市場認為隱含波動率模型優於 GARCH 模

型。而在台灣市場的實證上，已有很多學者們均同意此論點 (見林楚雄、劉維琪、

吳欽彬(1999))，周雨田、巫春洲、劉炳麟(2004)實證台灣股市 1998~2003 年間資

料，GARCH(1,1)模型與其他 GARCH(p,q)模型無顯著差異，亦即 GARCH(1,1)模

型已有相當預測能力(2004)則認為 ARCH/GARCH 模型在刻畫波動性的動態過程

以及模型的參數估計上相對於 Hull和 hite(1987)主張的隨機波動性模型容易操

作。GARCH(1,1)模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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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 GARCH(1,1)模型外，GARCH 家族模型還有其他衍生的各種模型，例

如本論文再多介紹 TGARCH 與 EGARCH 二種。TGARCH (或稱之為 GJR- 

GARCH 模型(1993)主要貢獻在財務市場中常見的「槓桿效果」(leverage effect)，

所謂槓桿效果指的是財務資產負報酬波動性比正報酬更大的反向不對稱現象(楊

奕農 2005)，換句話說槓桿效果是指該資產上一期價格若下跌，代表上一期的報

酬率是負，則會增加該資產的風險，而上一期風險價格若上漲，則持有該資產的

風險會較低，該模型是考慮到好消息與壞消息都是以前期的εt-1來代表，門檻

值則是以 0 為分界。類似這樣的門檻值。是不是可以用來研究台指選擇權投資人

受傷的現象。或者是 Delta 值的現象，以及財務行為學的現象。 好比 Black(1976)

與 Christie(1982)提出槓桿效果來解釋不對稱之性質，負面消息使股價下跌，導致

資本結構比率 D/E 比例上升，增加違約風險，造成股價波動性增加，資料不對

稱要導入 TGARCH 模型。以下是 TGARCH(1,1)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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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 EGARCH 模型是假設條件變異數方程式是指數函數的形式，以紸持

條件變異數不為負值的前提條件，所以最簡易的 EGARCH(1,1)模型可以表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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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ARCH(1,1)模型中γ<0 且εt-1<0 同時存在，才可以代表前一期壞消息

將使當期條件變異數值增加很多。吾人觀察 TGARCH(1,1)模型與 EGARCH(1,1)

模型最大的不同是後者採誤差落後項取絕對值方式取代前者的虛擬變數。 

 

國內的一些碩士論文中實證 GARCH(1,1)模型合適度也不少，例如吳桂貞

(1998)研究 1988.1.1~1994.12.31 共七年台股報酬，其分配呈現 K 值是 4.0683 的

高狹峰偏態 S=-0.1884 厚尾狀況，所以她的論文中就曾比較多種波動度預測模

型，如隨機漫步(Random Walk, RW)，GARCH(1,1)，EGARCH(1,1)與隨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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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hastic Volatility)四種模型，證實隨機波動模型優於其他模型。又如王真翔

(2003)在碩士論文中研究 S&P500 指數選擇權 2000 年 2 月到 2003 年 3 月，ARCH

與 GARCH 模型都說波動度具有時間相依特性(time dependent)，提升未來波動度

預測能力。實證 GARCH 的隱含波動度有額外的資訊內涵是未來預測波動率的不

偏估計量，但短期預測效果都不佳。作者認為歷史波動率能提供額外資訊有限，

亦即有關未來波動率的資訊絕大部份都已包含在隱含波動度中了。 林景智(2003)

碩士論文中無法證明 GARCH 模型比其他模型有更佳的解釋能力。筆者鑑於許多

國內的論文仍多以 GARCH 方法來研究台股現象，至少本人認為它具有普遍認

同、分析簡單，且已有很多實證資料等特性，故本論文仍以此模型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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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選擇權慣用指標(VIX、P/C 量、P/C 倉) 
 

Simon and Wiggins(2001)使用波動率指數(VIX)、多空指標(Put/Call Ratio)和

交易指數三種情緒指標探討 S&P500 期貨未來報酬，研究指出此三項指數均是市

場的反向指標，當指數行情悲觀時反而是很好的買點。周雨田(2004)意味著市場

交易活動的表現，值得納入波動性模型來加以詮釋，市場交易量會影響到金融資

產價格的波動行為。Mayhew and Stivers(2003)發現隱含波動率會受該選擇權契約

成交量多寡之影響。Epps(1975)認為交易量與波動度之間存在正相關，雖然無法

明確說明二者之間的領先或落後關係，但當比較大的交易量應當也有比較大的波

動度產生。Kawaller, Koch and Peterson(1994)交易量與隱合波動率之間關係不穩

定，但與歷史波動率之間的存在著強烈關聯性。Lamoureus and Lasterapes(1993)

指出如果在條件變異數方程式中加入同期的交易量，則波動率的持續性變得較不

明顯。胡僑芸(2003)研究 2002/12~2003/03 期間共 620 個交易日的樣本敘述統計，

台指選擇權的近月與次近月成交量比值約在 83%：15%。買權 vs 賣權成交量比

值約在 57%：43%。那幾年間台股的指數變化不具多頭走勢，但投資人仍更習慣

於操作買權而非賣權。 

 

George and Longstaff(1993)指出選擇權價格變異數與選擇權的 Delta 係數及

標的資產的波動有關，但由於標的資產相同，因此選取 Delta 係數的平方來捕捉

持有不同未避險存貨部位的風險。林正寶、周世德(2004)台指選擇權價格(權利

金)會影響台股指數走勢，反過來台指選擇權權利金受台指指數及波動性之影響

甚微，因此作者建議投資人可以持續觀察選擇權市場成交量之分佈情形，以預測

未來股市多頭或空頭之走勢。無論 Call 或 Put 的價格，其受自身之自發性衝擊影

響最大，且該衝擊均屬短期效果，以第一期影響最為顯著，其後反應快速下降，

為一暫時現象。 

 

Huang(2002)為了避免過去研究時的偏誤，特別把 Call 與 Put 分開研究，同

時把歷史的樣本值區分成幾個研究區間，以防止資料重疊(data overlapping)的問

題。所以本論文覺得台股在 2004 年總統大選前後，歷經大漲、大跌、平緩三階

段的表現，值得去分析不同型態，各種指標不同背後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