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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世界裡，選擇權具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性，相較於期
貨、遠期合約等商品，選擇權提供了交易者『切割損益區間』的可能，換句話說，
當面臨市場價格上下波動時，選擇權交易者面對的並非單純的直線性損益結構
(圖一)。事實上，透過選擇權契約，交易雙方交換了彼此權利義務關係，進而創
造出折拗的損益曲線，以買權買方為例，透過權利金的支付，買方保留了實現標
的物執行價以上的利潤可能，同時轉嫁了執行價以下的虧損發展可能給予賣方，
創造出一『風險有限，利潤無窮』的損益架構(圖二)。
圖一 直線性損益結構(期貨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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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折拗的損益結構(買權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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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選擇權具有交換權利義務的特性，透過買賣不同履約價格的選擇權，
甚至結合期貨契約，交易者可能變化出無窮多的交易策略。換言之，交易策略越
複雜，其損益結構將越難以描繪，為提供交易者一單純有效之損益結構評估方
式，接下來，我們將透過向量分析，協助選擇權交易者劃分其交易策略的損益結
構。

運算基本型態
以下我們由單一部位之損益曲線出發，分別定義其向量結構，以便我們構築
日後更複雜的交易策略模型，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買進或賣出根本資產或期貨：

對於單純買進一單位根本資產或期貨部位的交易者來說，其損益結構為單純
之線性方程式，其斜率為+ 1，換言之，價格(X 軸)上漲則利潤增加(Y 軸)，價格
下跌則產生虧損。反之，賣方則具有與買方完全相反的損益結構，其線性方程斜
率為 - 1。
二、買進選擇權：
以買權買方為例，由於契約保留了上檔獲利的權利關係，因此在執行價(Y
軸)右邊之損益方程將等同於買進根本資產時損益結構之右半邊，同為斜率+1。
同時，由於交易者透過支付權利金的方式，放棄了下檔損失的可能，因此在執行
價左邊的損益方程將成為水平線，斜率為 0。同理，對賣權買方而言，其執行價
左邊之損益結構將等同於賣出根本資產，右邊將維持水平。
三、賣出選擇權：
對於選擇權賣方而言，其損益結構將恰恰與上面討論之選擇權買方相反。下
圖三為此六種基本型態之損益圖與運算式。
圖三 六種選擇權運算基本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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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部位之損益結構
在了解以上六種基本型態的運算式後，接著我們便可以開始處理較為複雜的
交易策略，以下分別就一般常用之交易策略，分(a)垂直價差交易策略、(b) Delta

中性避險策略與(c)套利策略三種來分別討論之。
(a) 價差交易策略：
價差交易部位的定義是以某種選擇權之多頭部位，搭配同一種類型選擇權之
空頭部位，如果兩選擇權部位均為買權，則稱為買權價差交易，若同為賣權，則
稱為賣權價差交易。價差交易可分為垂直、水平與對角三種，垂直價差交易
(vertical spread)乃是買進某種選擇權，同時又賣出不同履約價格的同類型選擇
權。水平價差交易(horizontal spread)是指買進某種選擇權，同時賣出不同到期日
的同類型選擇權。對角價差交易(diagonal spread)是指買進某種選擇權，同時又賣
出不同履約價格與不同到期日的同類型選擇權。以下僅討論最為常用之垂直價差
交易策略。
多頭選擇權價差交易(bull spread)，其買進之選擇權履約價低於所賣出之選擇
權履約價，以多頭 4500/4700 買權價差交易為例，即為買進 4500 點買權，賣出
4700 點賣權，其向量分析如下：(1)買進 4500 點買權，其向量結構為( 0, +1 )，
分界點為 4500，(2)賣出 4700 點買權，向量結構為( 0,-1 )，分界點為 4700 點，
加總(1)與(2)，則該價差交易於 4500 點以下之向量結構為 0〔0 + 0 = 0〕，4500 4700 點之間為 1〔1 + 0 = 1〕，4700 點以上為 0〔1 + (-1) = 0〕，故整理後可得該
多頭價差交易之損益結構為(0,+1,0)，換言之該部位在 4500 至 4700 點間有正斜
率之損益結構，其他區間之損益結構不受指數漲跌之影響。其損益結構如下圖四。
依此類推可知，買權多頭價差部位之賣方，由於賣方恰恰與買方成交之對
象，故其損益結構即恰好與買方相反。對於 4500/4700 之賣權空頭價差部位買方
而言，其 4500 點以下之向量結構為 0 之水平線〔0 + 0 = 0〕，4500 至 4700 點間
為 -1〔(- 1) + 0 = (- 1)〕
，4700 點以上亦為水平，至於賣方則亦恰恰相反。
圖四 多頭價差策略之損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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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是權擇權定價公式中所推算出來的數值，其代表的意義為標的資產價
格每變動一單位值，選擇權權利金所變動的幅度，不論是買權或是賣權，只要部
位愈處於價內，甚至是深度價內，其 Delta 絕對值就會愈接近於 1，平價選擇權
的 Delta 絕對值為 0.5，而深度價外的選擇權 Delta 絕對值為 0。
Delta 在期貨上可以當作是一個動態的避險比率，藉由市場的波動來調整本
身的部位，使手中選擇權部位的 Delta 呈現中性狀態，也就是所謂的中性避險策
略。理論上，買權的 Delta 值為正數，而賣權的 Delta 為負數，主因來自於資產
的價格與賣權是屬於反向的變動。
在中性避險策略中，投資者在意的並非僅僅是價格走勢的發展，而更在意(價
格/時間)亦即波動率之變動，正因為市場總是在變動，因而標的商品之波動率亦
呈現了上下擺蕩的情形(如圖五)。

圖五 加權指數與 21 日歷史波動率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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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圖五可知，儘管加權指數過去一年間高見 6484 點，低點曾來到 3845
點附近，高低差近 2600 點，但是 21 日歷史波動率卻僅在 20%∼40%間來回擺蕩，
反映出了市場『漲久必跌、跌久必漲』之特性。另外，往往歷史波動率處於低檔
後，行情便容易出現單向之突破性走勢，而當歷史波動率不斷攀升後，行情往往
結束漲勢或跌勢，轉趨橫盤整理。跨式與勒式交易策略，便屬於中性避險策略，
以下分別分析之。

買進跨式策略，意指同時買進相同履約價之買權與賣權，適用時機在於交易
者不確定行情將往哪一方發展，而同時預期波動率處於歷史低水平，隨時可能展
開大波段行情之時。此時由於波動率位處相對低檔，換言之，選擇權之市場價格
亦較波動率高時相對偏低，是故採取買方策略，押注行情出現單方向之發展，遠
比採取被動之方式，選擇收取時間價值之流失，要來得有利。
以買進 4500 點跨式策略而言，部位可拆解為(a)買進一單位 4500 點買權與(b)
買進一單位 4500 點賣權，對於(a)而言，其向量結構為( 0,+ 1 )，分界點為 4500
點，對於(b)而言，其向量結構為( -1, 0 )，分界點同為 4500 點，加總計算後，可
得出部位損益向量結構為( -1, +1 )，僅有一次轉折，該部位與指數大幅上漲與下
跌時，均有利潤存在，見圖六。
圖六 多頭跨式策略之損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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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多頭勒式策略，則可視為多頭跨式策略之變化型，將單一之履約價，拆
解為二，買進高履約價之買權，並買進低履約價之賣權，是故其向量結構將呈現
兩次轉折，以 4500/4700 點勒式策略為例，買進 4500 點賣權之向量為(-1 ,0, 0)，
買進 4700 點買權之向量為( 0, 0, +1)，加總可得損益結構( -1 , 0, +1)。而相對應之
賣方跨式與賣方勒式，由於其為買方策略之對家，因此損益結構與買方正好為上
下顛倒。
(c) 套利策略：
選擇權交易策略，除了可提供交易者看漲看跌看盤整等不同預期心理外，亦
可透過市場的無效率性，運用選擇權組合來賺取無風險利潤，以下我們將考慮較
常見之兩種套利策略，轉換組合及逆轉組合。以轉換組合為例，等同於在相同履
約價買進一單位買權並賣出一單位賣權，以 4500 點轉換組合為例，買進 4500
點買權之向量為( 0 ,1 )，賣出 4500 點賣權向量為(1, 0 )，折坳點均在 4500 點，合
成後之轉換組合部位向量成為( 1, 1 )，與期貨多頭部位之向量結構恰好相同，其
損益結構如下圖七。對於逆轉組合而言，損益結構將與轉換組合相反。

圖七 轉換組合之損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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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部位之損益結構釋例
在了解向量演算之基本型態與常用交易策略模型之原理後，我們將試著討論
較為複雜之選擇權部位，並試算其損益結構。
〔例一〕賣出 5000 點跨式部位，並放空同等單位期貨於 5000 點
Step1 拆解部位為（a）賣出跨式部位與（b）賣出期貨
Step2 轉折點為 5000 點，賣出跨式部位向量( +1 , -1 )，賣出期貨向量( -1, -1 )
Step3 加總得出該複合部位一之向量結構為( 0, -2 )，到期損益結構如圖八
圖八 複合式策略一之損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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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買進 5300 點買權，賣出 5500 點買權，賣出 5700 點買權，買進 5900
點買權
Step1 拆解部位為（a）賣出 5500/5700 點勒式部位與（b）買進 5300/5900 點勒
式部位
Step2 轉折點有四個，5300/5500/5700/5900 點，賣出之勒式部位向量
( +1,+1,0,-1,-1)，買進之勒式部位向量(-1,0,0,0,+1)

Step3 加總兩向量，得出該複合部位二之向量結構為(0,+1,0,1-,0)，其到期損益
結構如下圖九
圖九 複合式策略二之損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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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正因為市場總是充滿著不確定性，而投資人對於市場的看法也總是歧異，在
選擇權的市場裡，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投資人能夠透過不同的履約價格，來切
割市場，以決定自己願意擁有權利的指數區間，以及願意承擔義務的指數區間，
並將之契約化。向量分析提供一相對簡便之方式，使交易者能夠迅速檢視手中部
位的到期損益結構，並且隨盤勢之演變逐步修正，以期達到利潤最大化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