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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文採用 2006 年 2 月 24 日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 CBOE 的 VIX
選擇權資料，套入 Whaley (1993)的波動度選擇權模型，計
算出 VIX 選擇權的隱含波動度。本文發現 VIX 選擇權的隱含
波動度具有以下特性：(1)隱含波動度隨著履約價格的提高而
上升，故其笑狀波幅大致呈現由左下往右上的型態，與一般
股價選擇權的笑狀波幅剛好相反；(2)愈長期的合約的隱含波
動度愈低；(3)到期日越短，笑狀波幅越陡峭，即價內和價外
選擇權的隱含波動度的差距加大；(4)VIX 指數和 VIX 的隱含
波動度具有正向的不對稱關係，即 VIX 的上漲將使 VIX 波動
度上升，且其上升的幅度大於 VIX 下跌使 VIX 波動度下降的
幅度。此外，本文也發現在 VIX 選擇權價格中，到期時間扮
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不論是從樣本內的配適度或是從評價
結果來看，加入到期時間因子後，評價誤差都有大幅的降
低。
中文關鍵詞： 波動度選擇權，隱含波動度，笑狀波幅。
英 文 摘 要 ： This paper uses Whaley (1993) volatility option model
and Black(1976) futures option model to compute and
analyze the implied volatilities from VIX options
traded in CBOE. We find four characters in these
implied volatilities of VIX options: 1)the higher the
strike price, the higher the implied volatility； 2)
the shorter the maturity, the higher the implied
volatility； 3) the shorter the maturity, the
steeper the shape of the implied volatility curve；
4) the change in implied volatility is larger when
VIX increases comparing to those when VIX decreases.
Besid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maturity is a key
factor tha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ption
prices.

英文關鍵詞：

VIX options, Implied

volatilities, Volatility smile.

波動度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度

1. 前言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於2003年9月推出與S&P500股價指數選擇權有
關的波動度指數（VIX），用來估計未來30天S&P500股價指數的波動度。一年後
的3月26日，CBOE推出了波動度指數期貨(VIX futures)，接著又於2006年2月24日推
出了波動度指數選擇權(VIX options)。VIX期貨和VIX選擇權可以作為規避波動度風
險的商品。此外，由於波動度和資產報酬呈現負相關的特性，波動度商品也可以
加入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並提昇效率前緣。因此VIX選擇權和VIX期貨在金融市場
上日益重要，不論在學術界及實務界都很重視這個議題。2010年VIX選擇權在CBOE
平均每日交易量已達到25萬口，VIX期貨在CFE每天也有超過1萬7千口的交易。也
因此，波動度選擇權的正確評價更顯重要。
雖然利用VIX選擇權可以規避波動度以及投資組合的風險，然而交易VIX選
擇權和交易一般現貨選擇權面臨相同的風險：即波動度風險，在此即是波動度的
波動度風險。Black-Sholes公式假設同一標的的選擇權波動度皆相同，且不隨時間
改變。但實際上許多文獻也指出由市價反推而得的隱含波動度可以發現，不同屢
約價格的隱含波動度也不同，亦即有笑狀波幅（volatility smile）的現象。甚至隨著
時間經過，每天的隱含波動度也都在變化。因此，選擇權交易者除了像現貨交易
者一樣承受標的資產價格漲跌之風險，須額外承受的最主要風險便是波動度風
險。而交易VIX選擇權也是如此，因此選擇權的笑狀波幅的研究也特別重要。
對股票及股價指數等選擇權而言，一般情況，履約價格愈低，隱含波動度愈
大，這種由左上往右下斜的曲線就是一般所稱的笑狀波幅。而原油及農產品選擇
權的笑狀波幅則相反，是由右上到左下形成的笑狀波幅曲線，也就是履約價愈高，
其隱含波動度愈大。而對外匯選擇權而言，價平的隱含波動度最小，價外和價內
較大，而形成兩邊向上，類似V字型的情形，成為名符其實的笑狀波幅。

形成這三種不同笑狀波幅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對股票而言，大跌的機率比模
型預期的大，大跌時價外賣權可獲利，所以價外賣權（履約價格較低）相對比較
貴，而對應的價內買權也比較貴。反之，原油及農產品，因為戰爭或歉收而使價
格突然上漲的機率較常態分配來得大，因此價外買權（履約價格較高）的價格就
會比較貴。而外匯選擇權因為匯率劇升或劇貶的機率都大於常態分配的預測，所
以價外的買權和價外賣權都比較貴，因此出現兩邊高的現象。另外，笑狀波幅的
一個特點是，愈近到期時，或波動愈大時笑狀波幅的斜度愈陡，也就是價內價平
的波動度差距會加大。至於VIX選擇權，由於股價的下跌往往伴隨著VIX的上升，
譬如2008金融海嘯期間股價大跌，CBOE VIX指數曾經從一般的20多上漲到80左
右，因此我們推測VIX大漲的機率較一般常態模型的預期大，波幅的形狀應該類似
商品市場，呈現左低右高的情形。

2.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採用 CBOE VIX 選擇權的市價資料，根據 Whaley (1993)對波動度選擇
權的評價，利用 Black (1976)的期貨選擇權模型來評價波動度選擇權，探討 VIX 選
擇權的笑狀波幅。此外也將比較不同的隱含波動度函數的預測能力。以 VIX 選擇
權市價透過 Black (1976)期貨選擇權公式反推求得 VIX 選擇權隱含波動度，建構並
觀察其期間結構（term structure）的形狀。同時，觀察若將隱含波動度表達成價內
外程度（moneyness）的函數，其曲線是否具有笑狀波幅，笑狀波幅是否呈現左低
右高的情形。以及其笑狀波幅與到期時間之間的關係。 本文將分別使用參數法及
半參數法，比較數種不同的 DVF（deterministic volatility function） model 在 VIX 選
擇權隱含波動度上的配適度和預測能力。

3.文獻探討
Campa、Chang 和 Reider（1998) 針對OTC市場的外匯選擇權的市場價格資料，
分別使用cubic spline、隱含二元樹（implied binomial tree）、和混合對數常態分配
（mixture of lognormal distribution）三種不同的方法畫出匯率的風險中立機率密度函

數。作者發現在不同的方法下，得出的機率密度函數皆很相似，且都與Black-Sholes
model假設的對數常態分配有明顯的差別。同時，作者由機率密度函數的偏態係數
來判斷市場上對未來匯率走向的預期。此外，他們也比較相同價外程度的買權與
賣權的價格，作為另一種衡量偏態係數的方式。作者發現機率密度函數的偏態係
數和即期匯率具有正相關關係，因此愈強勢的貨幣有愈大的可能性繼續升值。
一般來說，建構隱含波動度平面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為參數法（parametric
method），一為無母數法（non -parametric method）。這兩種方法在建構波動度平面
時各有其缺點：參數法建構出來的平面，對於所有的到期時間，其微笑波幅的形
狀皆相同，與現實中觀察到不同形狀的波幅情況不符；而無母數法則會建構出理
論上不合理的平面。Borovkova和Permana（2009）介紹了一種「半參數」（semi
-parametric）的方法來建構「隱含波動度平面」（implied volatility surface）。半參數
法同時具有參數法的簡易性和無母數法的彈性，不會像無母數法建構出不合理的
平面，因此配適度和預測能力則勝過參數法，所以當某個市場的選擇權交易量稀
少時，我們要評估這個選擇權的波動度，進而計算其價格，使用半參數法會有較
好的表現。
Lin（2007）在標準普爾 500（S＆P 500）指數價格的動態中，分別加入隨機
波動度和狀態相依（state-dependent）的跳躍（jump）過程，並依此推導波動度指
數期貨（VIX futures）價格的封閉解，並且從樣本外評價和避險的角度來衡量各
個動態過程推導出的封閉解的優劣。結果發現價格和波動度的跳躍過程對 VIX 期
貨的評價很重要。包含價格跳躍以及隨機波動度的模型，在短天期 VIX 期貨的表
現較佳，若再放入狀態相依的波動度跳躍過程，則可進一步地減少在中、長期 VIX
期貨的預測誤差。而在避險的表現上，若每星期調整一次避險部位，則包含狀態
相依波動度跳躍的模型在短天期的避險表現最好；然而若是每天調整部位，波動
度跳躍便無法提升避險表現。
Lin（2009）使用 Heston model 描 VIX 期貨價格的動態，然後分別將價格的跳
躍、隨機波動度、和波動度的跳躍納入價格動態，接著透過求解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來得到 VIX 選擇權的封閉解。作者比較不同價格動態下所導

出的 VIX 選擇權封閉解，發現加入價格的跳躍和波動度的跳躍有助於增加封閉解
的準確度。在樣本外預測上，加入價格的跳躍和波動度的跳躍可以分別提升 Heston
model 在預測短、長期波動度指數選擇權價格的表現。但大致上並沒有一個模型明
顯勝過其他所有模型，而是在不同的衡量準則上各有勝負，並且四種模型價格均
與市場價格差異甚大。
Wang and Daigler（2010）針對 Whaley (1993)、Carr and Lee (2007)以及 Lin and
Chang (2009)三篇文章當中的 VIX 選擇權模型比較了評價的表現，結果發現並沒
有何者的模型在各種類型的選擇權評價表現都勝過他者。但是作者認為 Whaley
(1993)的模型就整體來說是比較好的評價工具。很重要的一點是，Whaley (1993)
的模型勝過 Lin and Chang (2009)導入複雜的隨機波動度以及跳躍過程的模型，作
者也認為交易者通常是利用 Whaley 等其他類似 Black 的簡單選擇權定價模型來評
價 VIX 選擇權，而非太過複雜的模型。此外，由 Whaley 模型產生的評價誤差的
型態，與使用 Black-Sholes 模型評價標準普爾 500 指數選擇權（SPX）產生的評價
誤差型態不同，這說明了 VIX 選擇權的波動度平面（implied volatility surface）和
標準普爾 500 指數選擇權的波動度平面是不同的。
Dumas、Fleming、和Whaley (1998)，比較了四種不同的DVF model的預測能力
和避險表現。結果發現「節約參數模型」
（Parsimonious Model）不論是在樣本的配
適度和預測誤差上表現都較好。其中加入到期時間因子的模型，在預測上表現得
特別差，代表到期時間因子是導致模型誤差的主因。此外，由Black-Sholes model
得到的避險比率也比DVF model得出的較為可靠，因此，愈簡單的模型反而會有較
好的表現。Rosenberg (2000)針對Dumas et al. (1998)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動態隱含
波動度函數(Dynamic Implied Volatility Function, DIVF)，針對隱含波動度函數的係
數往往隨時間變化劇烈的問題提出了改善的方法。作者將隱含波動度函數分為兩
部分：一為會隨時間經過而變動的價平隱含波動度，另一部份則為不隨時間變動
的相對波動度，而由兩者結合推得預測結果。結果顯示動態隱含波動度函數能夠
有效地提升對於S&P500選擇權的預測表現，降低預測誤差。

4.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研究的資料期間為 2006 年 2 月 24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分別自 CBOE
和 CFE（Chicago Futures Exchange）取得 VIX 指數、VIX 選擇權和 VIX 期貨
的資料；從美國財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取得 30 天、90 天、
180 天、以及 360 天的美國國庫券 (T-bill)的利率作為無風險利率，再以內插
而得相對應到期天數的無風險利率。例如若 30 天期和 90 天期的利率分別為 1
％和 1.2％，則尚有 60 天到期的選擇權合約利率即設為 1.1％。為確保資料的
可用性 本文並以下列的條件進行資料篩選：
(1) 捨去選擇權價格不符合價格上下界者，即對於 VIX 買權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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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VIX 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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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2)

(2) 由於 VIX 選擇權最小的交易單位為$ 0.05，為了避免交易價格不連續造成的影
響，故捨去選擇權價格＜$ 0.1 的合約；
(3) 捨去隱含波動度＞200％的合約；
(4) 選擇權到期前的波動度往往變化劇烈，故捨去到期天數小於 7 天的資料；
(5) 捨去過度價外的的合約，買權門檻為 K/F < 0.7，而賣權門檻為 F/K < 0.7。
在計算隱含波動度時，各參數的計算方式分別如下：
標的價格：與各選擇權到期月份相同的 VIX 期貨價格。
利率：以美國國庫券(T-bill)的利率內插而得，例如若 30 天期和 60 天期的利率分
別為 1％和 1.2％，則尚有 45 天到期的選擇權合約利率即設為 1.1％。
到期天數：以到期日至交易日之間的實際天數（calendar day）計算。
選擇權價格：採最後一筆 bid 和 ask 價格的平均。

共有 239,355 筆合約，經過以上條件的篩選，剩下 160,033 筆合約，大約為原本的
將近 67％。

1.

隱含波動度之計算
VIX選擇權的標的資產是VIX，但是由於VIX指數本身並沒有交易，因此如同

台指選擇權，影響VIX選擇權價格的真正標的是VIX期貨。也因為VIX期貨的價格
變化和到期前的波動度勢必會影響VIX選擇權的價格，所以我們使用Black (1976)
的期貨選擇權公式來求解隱含波動度。
Black 之期貨選擇權公式：
C  e  rT FN d1   KN d 2 
F 1
ln     2T
K
2
d1   
 T

(公式 3)
d 2  d1   T

至於隱含波動度則以數值方法如牛頓法求得。

2.

隱含波動度函數
我們將分別測試以下的方法和模型在預測波動度上的效果：

(1) 參數法：
本文採用 Dumas (1998)的模型。以到期時間和價內外程度（moneyness）的二
次函數來建構波動度平面。價內外程度的定義如下：
MN 

logF t , T  / E 
T

(公式 6)

E 為屢約價格， F t, T  表示到期日 T 的期貨在目前時間點 t 的價格。
然後以下列各波動度函數來建構波動度平面：
(1.1)   a0  

(公式 7)

(1.2)   a0  a1MN  a2 MN 2  

(公式 8)

(1.3)   a0  a1MN  a2 MN 2  a3T  a5 MN  T  

(公式 9)

(1.4)   a0  a1MN  a2 MN 2  a3T  a4T 2  a5 MN  T  

(公式 10)

 是隱含波動度，T 為到期時間，透過最小平方法（OLS）求得各係數。
(2). 半參數法：
與參數法相比，半參數法並非將所有的資料同時拿來跑迴歸，而是針對不同
的到期期間資料分別跑迴歸，即：

 T  a0,T  a1,T MN  a2,T MN 2   T

(公式 11)

當中的係數 a0,T、a1,T、a2,T 可以使用最小平方法或加權最小平方法求得。當我
們配適完所有到期日的波動度函數，利用 bi-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 來建構出波
動度平面。詳細的過程如下：
(a) 配適波動度函數
不論是使用最小平方法或是加權最小平方法來配適波動度函數的係數，我們
都是要最小化殘差項的平方，即：

min S   wi   i   i 


i 1
n

2

當所有的 wi 皆相同即為一般的最小平方法。權數的配置有兩種方式，流動性
權重是根據未平倉量的比例給予權重；常態權重是先計算各合約屢約價格 Ei 與價
平屢約價 E*的差距 d i  Ei  E *，之後計算 d i ' s 的標準差 s，則權重 wi  s d i 。s 
為平均數 0，標準差 s 的常態分配機率密度函數。
(b) 建構波動度平面
利用二維的內插法，波動度平面將以以下的內插函數形成：
3

3

p  x, y    ci , j t i u j
j 0 i 0
3

3

p x  x, y    ici , j t i 1u j
j  0 i 0
3

3

p y  x, y    jci , j t i u j 1
j 0 i  0
3

3

p xy  x, y    ijc i , j t i 1u j 1
j 0 i  0

ci , j 為常數，t 和 u 則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參數。

5.實證結果
本文發現不論是從價內外程度或是到期時間來看，VIX 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度確實
都呈現有微笑波幅的情況(如表 3)。就均值來看，隱含波動度在價內外程度大於-0.4
的範圍都呈現隨價內外程度的增加而上升，也就是 skew 的情形，唯有部分天期的
隱含波動度在價內外程度小於-0.4 時彈起而呈現 smile 的情形。另外，我們也觀察
到隱含波動度隨著到期時間愈長而下降，期間結構為一條負斜率的曲線。隱含波
動度隨著價內外程度上升而提高這點與前面的推測相符，但是這裡我們看到其期
間結構的曲線和權益市場呈現一個相反的情形。或許是因為波動度具有均數回歸
的特性，投資人即使預期短期間 VIX 指數可能產生大波動，但長期來說，VIX 仍
將回到一個平均的水準，因此長期合約的隱含波動度反而較低。
圖 3 是以到期時間 30 天以內的所有合約配適出的隱含波動度平面。從圖形可
以更清楚看出波幅的型態。在到期時間最短的這個分類中，笑狀波幅接近 smile 的
形狀，隱含波動度的最低點落在買權價內之處。也可以看出在分類內，隱含波動
度依然是隨著到期時間的減少而一路上升。另外 ，到期時間 30～60 天的隱含波
動度平面，明顯地波幅的型態有了不同。在 30～60 天當中，波幅變成較接近 skew
的情形，隱含波動度基本上是隨著價內外程度一路上升。但是分類內隱含波動度
隨著到期時間減少而上升的情況並沒有改變。我們也發現波幅的曲度愈來愈低，
愈來愈接近直線的型態，而期間結構則總是維持負斜率。
表 5 是各個模型以最小平方法得到的估計結果。Model 1 的調整後相關係數僅
有 10.95％，Model 2 則有 61.90％，Model 3 在價平波動度的部分調整後相關係數
達到了 89.70％，但是在相對波動度的部分則只有 20.48％。從前面的圖形已經可
以看到隱含波動度明顯受到到期時間的影響，因此 Model 1 在整個樣本的配適度
不佳是可以預期的，也因此在加入到期時間因子後，配適度有了大幅的上升。至
於 Model 3 在價平隱波動度的配適上看起來似乎不錯，但是在相對隱含波動度的
配適上，經過價平波動度和到期時間調整的標準化價內外程度對於相對波動度的
解釋能力卻不甚理想，不同於此函數在 S&P500 指數選擇權市場上的表現。

6.結論
本文採用 2006 年 2 月 24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CBOE 的 VIX 選擇權資料，
套入 Whaley (1993)的波動度選擇權模型，計算出 VIX 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度。本
文發現 VIX 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度具有以下特性：(1)隱含波動度隨著履約價格的提
高而上升，故其笑狀波幅大致呈現由左下往右上的型態，與一般股價選擇權的笑
狀波幅剛好相反；(2)愈長期的合約的隱含波動度愈低；(3)到期日越短，笑狀波幅
越陡峭，即價內和價外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度的差距加大；(4)VIX 指數和 VIX 的隱
含波動度具有正向的不對稱關係，即 VIX 的上漲將使 VIX 波動度上升，且其上升
的幅度大於 VIX 下跌使 VIX 波動度下降的幅度。此外，本文也發現在 VIX 選擇
權價格中，到期時間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論是從樣本內的配適度或是從評
價結果來看，加入到期時間因子後，評價誤差都有大幅的降低。 這點和 Whaley
(1993) 在 S&P500 市場上得到的結論並不相同，Whaley 發現評價 S&P500 選擇權
時，加入到期時間因子雖然能使配適度提高，但是卻無助於提高評價的正確度。
最後，與 Wang (2011) 使用過去各個模型得到的評價誤差相比，我們得到的評價
誤差即便和 Wang (2011)當中最佳的 Whaley 模型相比，誤差仍然明顯地勝過
Whaley 模型。本文認為儘管 Black(1976)模型有部分的假設和市場上明顯不符，但
是市場上的交易者或許仍然是採用這種較簡單的模型來評價 VIX 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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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買權隱含波動度分類敘述統計
VIX

到期天數

買權

1~30

31~60

61~90

>90

價

深

樣本數=385

樣本數=896

樣本數=1068

樣本數=3061

內

價

平均=75.03%

平均=107.87%

平均=61.52%

平均=47.77%

外

內

標準差=30.94%

標準差=35.43%

標準差=14.44%

標準差=12.73%

程

價

樣本數=2550

樣本數=3166

樣本數=3366

樣本數=10006

度

內

平均=81.30%

平均=65.29%

平均=58.32%

平均=49.26%

標準差=24.88%

標準差=15.40%

標準差=11.85%

標準差=9.92%

價

樣本數=2191

樣本數=2458

樣本數=2473

樣本數=7739

平

平均=88.80%

平均=75.76%

平均=67.48%

平均=55.84%

標準差=21.68%

標準差=13.34%

標準差=9.50%

標準差=8.85%

價

樣本數=3228

樣本數=3834

樣本數=3904

樣本數=11876

外

平均=110.24%

平均=87.77%

平均=75.37%

平均=60.70%

標準差=21.50%

標準差=13.37%

標準差=9.91%

標準差=9.10%

深

樣本數=1345

樣本數=2904

樣本數=3340

樣本數=11034

價

平均=130.51%

平均=99.61%

平均=82.64%

平均=65.34%

外

標準差=21.66%

標準差=13.94%

標準差=10.71%

標準差=10.31%

表5 各模型係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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