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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實證與運用研究文獻回
顧與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aiwan Derivatives Research: Empir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摘 要

本文針對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市場實證與運用研究文獻進行回顧與展望，回顧的文
獻範圍是西元 2000年以後發表在 TSSCI的學術期刊，總計整理了 140篇以上相關的研
究。在實證研究部分，本文針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期貨市場、選擇權市場以及市場交
易機制的相關各項議題進行文獻的回顧與整理。內容涵蓋了期貨與現貨關係、隱含波
動率、市場微結構、價格的資訊內涵等較為大眾關切的研究領域。接著整理衍生性金
融商品的概念或定價模型運用在其它領域的相關研究，範圍包括了將選擇權的模型應
用在風險管理的研究、探討員工認股選擇權的設計與定價、實質選擇權的應用研究及
市場業務經營等課題，最後本文提出未來後續研究的展望與結論。

【關鍵字】 衍生性金融商品、實證研究、實質選擇權、市場微結構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mpir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of derivatives in Taiwan. We focus on 
articles published in TSSCI journals after the year 2000 and more than 140 papers are collect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Initially, we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derivatives 
markets in Taiwan regarding futures market, options market and market mechanism. These 
relevant topics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s market and cash market, microstructure 
issues of derivatives market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erivatives pric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intensively concern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We then review the literature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r the pricing model of derivatives to other areas such as risk 
management, employee stock option, real option, business operation and so on. We finally 
provide potential promising research issues,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nclude the paper in the last section.
【Keywords】derivatives, empirical research, real option, market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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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展已經接近 20年，自從 1997年 9月 4日大華證券發行
台灣第一檔認購權證 (Call Warrants) 上市交易，以及台灣期貨交易所於 1998年 7月 21
日推出第一項期貨商品－「台股期貨」之後，台灣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就隨著市場蓬勃

的發展而日益成長。根據 2014年統計資料顯示，在台灣期貨交易所上市之股價指數期
貨及選擇權商品合計交易量亦晉升全球第 10大。因此有關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研究
也隨之而迅速地開展，自西元 2000年以後迄今，有關於台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或相
關的研究非常多，除了發表在國際財務學術期刊之外，也有不少的文章發表在國內的

TSSCI學術期刊 1。為了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取材標準，本論文乃針對西元 2000年以後
發表在 TSSCI的期刊論文進行回顧 2。此外，由於文獻眾多，因此本文僅探討衍生性

金融商品的市場實證與運用研究進行整理分析，有關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定價、避險

與套利等其他相關的研究文獻則另外為文回顧與討論。

在市場實證文獻方面，由於台灣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實證研究範圍相當廣泛，為便

於讀者能有較明確的線索尋求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本研究乃依“期貨市場”、“選

擇權市場”以及“市場交易機制”分成三個領域，再依各領域較熱門或較重要的研究

主題進行文獻的回顧與整理。在期貨市場方面，內容主要包括期貨與現貨價格的關係、

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期貨交易和現貨波動率間的關係、跨國期貨市場交易流動

性及訊息傳遞、期貨的到期日效應等。在選擇權市場方面，由於 VIX指數 3在近年來

高度受到關注，因此與該指數計算相關的隱含波動率之研究也就相當豐富。本研究整

理的內容包括選擇權隱含波動率的資訊內涵（價格發現、資訊外溢效果、對於未來現

貨價格的預測能力甚至對未來整體市場景氣與波動的預測等）與選擇權的預期報酬與

價格效率性等相關研究。在市場交易機制領域中，近來由於“市場微結構 (Market 
Microstructure)”的議題受到相當關注，國內文獻針對該議題所進行的實證研究相當豐

1 本研究針對國內 TSSCI期刊進行回顧，但並非每一本期刊都會刊登與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實證與
運用有關的研究，因此本文只針對曾刊登相關研究的 18本 TSSCI期刊論文進行回顧，各期刊在
西元 2000年以後曾刊登與本研究相關的論文篇數及比例如下：管理學報（6篇，1.21%）、證券
市場發展季刊（14篇，4.88%）、財務金融學刊（17篇，7.39%）、經濟研究（5篇，4.42%）、
交大管理學報（4篇，2.03%）、經濟論文（2篇，0.78%）、中山管理評論（5篇，1.12%）、管
理評論（9篇，2.79%）、管理與系統（11篇，2.76%）、會計評論（2篇，1.79%）、期貨與選擇
權學刊（18篇，27.69%）、應用經濟論叢（2篇，1.05%）、臺大管理論叢（5篇，1.52%）、亞
太管理評論（8篇，1.53%）、經濟論文叢刊（1篇，0.38%）、科技管理學刊（1篇，0.36%）、
農業經濟叢刊（1篇，0.76%）、資訊與管理科學期刊（2篇，0.47%）。

2 誠如一位匿名審查委員所言，國內第一篇衍生性商品文獻應為 Chen and Lee (1993)，且 2000年以
前亦有許多優秀文章發表，但為配合本特刊的徵稿要求，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只選擇西元 2000年之
後的文章。

3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 (CBOE) 在 1993年所推出 VIX，其標的變數為市場波動性 (Volatility)，提供
市場參與者一個更能夠反映大盤整體風險變化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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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市場微結構理論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是金融資產交易及其價格形成過程和原因的

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場交易制度及市場價格的資訊內涵等相關主題，如

期貨保證金部位風險管理、市場交易制度變革對於市場之交易環境與市場結構的影響、

市場情緒因素（投資人情緒和從眾行為等）和期貨市場之間的影響等相關研究。

在運用研究文獻方面，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理論或學理擁有可以量化、方便排

序的優點，且可以容易地與其他財務領域的學理做整合。因此，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

概念或特性運用在其它領域的相關研究也不少，所延伸的研究課題也相當的廣泛。自

從全球性金融風暴爆發後，全球對於風險控管便相當重視，近來另一類發展頗為迅速

的應用便是將衍生性金融商品理論套用在風險管理上，特別是選擇權定價模型可以對

不同的金融風險如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做出具體的衡量，因此金融市

場也普遍使用相關的模型應用在風險管理上。國內也有相當多的文獻在信用風險方面

做出可觀的成果，近來更延伸到流動性風險上面。另外，公司投資決策在近年來受到

新科技與新環境的衝擊，傳統的投資分析架構已有不足之處，實質選擇權 (Real Option) 
的應用研究也就廣泛地運用在公司投資決策領域，本研究將探索實質選擇權運用在公

司價值衡量、投資計劃評估與產業政策評估等研究議題的文獻。而金融事業在經營衍

生性金融商品同時也產生一些相關的議題，例如保證金計提制度或資本適足計算等，

這些議題也受到相當的關切。其他一些相關的應用如探討員工認股選擇權的設計與定

價，經理人的薪酬設計如何納入選擇權的定價模型等或是存款保險的定價應用等議題

在近年來也受到相當的矚目，而這些議題皆可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架構進行處理，因

此在運用研究領域內也涵蓋了上述各研究議題的相關文獻。

本研究把前面較為重要且較受關注的研究議題做了回顧與整理，也參酌國外頂尖

財務期刊在最近幾年發表的文獻，從而審閱超過近 15年內 140篇以上的相關研究，
完整地總結台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近期的市場實證與運用研究，並提出未來研究方

向供參考。本文後續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回顧整理分析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

實證研究的研究成果及貢獻，第三節探討回顧國內風險管理、員工股票選擇權及實質

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的議題與應用研究，最後一節展望未來重要的研究議題

與方向並做總結。

貳、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實證研究

衍生證券的特性是其報酬與標的現貨價格不一定呈線性關係，如選擇權報酬與標

的現貨價格呈非線性對稱關係，此時價格分配二階或更高階的動差就成為定價的重要

因素。也因此衍生證券的價格可能含有現貨市場所無法反映的資訊，如選擇權隱含波

動就是重要的資訊。在完全市場的條件假設下，衍生性證券可由無風險證券與標的證

券藉由靜態或動態複製而成，此時衍生證券屬於一個多餘的資產，可提供完全避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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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效率市場假設下，衍生證券的定價也可達到無套利機會的狀態。然而完全市場

不容易存在，現實環境充滿交易摩擦與資訊不對稱的現象，造成衍生證券價格會受到

除了標的現貨價格以外的因素所影響。例如：私有資訊交易者會選擇交易成本較低的

衍生證券市場交易，造成衍生證券市場會較現貨市場更快速反應，對現貨價格具有領

先落後關係，甚至具有預測能力。而衍生證券提供高槓桿交易的功能，也使衍生證券

市場的風險報酬特性與現貨市場有不同的關係。另外，正如其他市場交易狀況，交易

制度、交易成本、市場摩擦等因素，亦會影響衍生證券的風險報酬的關係，這些議題

都是重要且有趣的實證研究議題。

台灣衍生性商品交易市場的發展，首先是台灣期貨交易所 (TAIFEX) 於 1998年 7
月台指期貨開始交易，2001年 12月推出台指選擇權商品，2003年 1月開始推出個股
選擇權，2010年 1月更推出個股期貨商品，提供多元有效率的避險交易管道。其他如
利率、黃金的商品也陸續推出，2006年以來台指選擇權已成為全球第五大交易量之選
擇權商品。另外，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SIMEX，其後整併成為新加坡衍生性商品
交易所，代號改為 SGX-DT）更早於 1997年率先推出摩根台股指數期貨並獲成功。
因此近年來隨著國內期貨與選擇權市場的發展，提供越來越豐富與完整的交易資料，

對國內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實證研究，不論在研究數量與議題廣度方面都有相當豐富

成果；從期貨交易價格資訊與現貨市場關係、選擇權市場交易價格隱含波動率資訊、

與市場交易機制的影響等方面，均有相當豐富的探討研究。張傳章與謝佩芳 (2016) 針
對國內選擇權市場實證研究文獻作了相當詳盡且有系統的回顧。然而他們的論文主要

針對國際期刊論文研究國內選擇權市場的文獻，本研究則是針對發表於國內期刊的相

關論文進行回顧，所探討的研究議題更為廣泛且貼近本國市場的角度。

一、期貨市場的實證研究

（一）期貨與現貨價格的關係

期貨與現貨的定價關係一直是期貨市場最為關鍵的議題。國內許多研究針對股價

指數期貨的實際價格與理論價格間的差異，與造成期貨定價產生誤差因素有諸多探

討。許溪南、吳依正與黃金生 (2009) 研究期貨定價，實證結果認為股利是影響定價誤
差幅度的一個因素，而期貨市場隨著時間的增加，定價行為有趨於成熟的趨勢，同時

亦間接證實投資人對於股利估計越來越精確、定價誤差幅度也有越來越小的趨勢。王

健聰與許溪南 (2002) 證實市場的不完美性對股價指數期貨定價具顯著的影響，據此建
議投資人在進行投資時應考慮個別市場的不完美程度及套利活動的能力方為上策。許

溪南、徐守德、郭玟秀與鄭麗慧 (2007) 證實台灣對外資放寬期貨市場之參與限制後，
外資憑藉其優越的資訊與操作技巧以及對市場的預期心理進行套利交易，縮小期貨與

現貨間的價差。黃玉娟與陳嘉琳 (2004) 探討台指期貨契約於台灣 TAIFEX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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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X-DT兩個市場中價差成分之大小與差異性，研究結果發現在日內型態方面，
SGX-DT摩台指與 TAIFEX台指期的日內價差型態皆呈現 U型，尤其以開盤後的第一
個時段有較大的價差。Liu (2002) 研究遠期定價效率與股票指數期貨，以一個分數
（共）整合檢定法分析太平洋沿岸國家的風險溢價，研究結果顯示不偏定價效率僅存

在於距到期二個月的澳洲股指期貨市場、及距到期一個月的香港股指期貨市場。又距

到期日較遠的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分數共整合關係，僅存在於美國股指期貨市

場五個月的遠期定價區間中。

從期貨價格行為角度而言，黃健銘、蘇欣玫與張惠雅 (2009) 研究結果證實台股指
數期貨價格服從隨機漫步假設，且在面臨重大事件衝擊時，台股指數期貨普遍具有資

訊的效率性。Liu and Chen (2006) 運用市場微結構模型分析期貨與現貨均衡價格間的
關係，研究結果建議可使用單一市場或是多個市場的指數來衡量期貨或現貨的流動

性，其中此一效果在期貨市場最為明顯。另一有趣的議題是，由於新台幣黃金期貨與

美元黃金期貨皆在 TAIFEX進行交易，此提供台幣兌美元匯率的隱含市場資訊，Lin 
and Lin (2009) 對此提出定價關係，而 Chang, Hung, and Chiu (2013) 更進一步探討美元
與新台幣的即期匯率與期貨隱含匯率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即期匯率對隱含匯率有

一定程度的影響，且訊息共享在即期匯率比隱含匯率高。

（二）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

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來說，價格發現往往是其強調除了避險之外的主要經濟功

能。而期貨價格發現功能的研究，多是探討是否期貨市場的訊息會領先現貨市場，而

造成期貨價格領先現貨市場反應。國內有諸多的學者探討關於期貨與現貨兩市場間的

領先與落後關係，其中，Hsieh (2002) 研究結果證實期貨具訊息領先功能，當期貨的
成交量愈多時，此現象就愈顯著，且頻繁的訊息傳輸和雙向反饋效應亦可促使兩市場

的整合；此外，詹司如、許溪南、林靖中與陳建義 (2007) 的研究結果顯示，當標的現
貨的交易活動越頻繁則期貨的領先地位會降低。Tsai and Lee (2004) 的研究亦發現台灣
指數期貨對於隔夜的現貨資料具有價格發現功能，期貨相較於現貨具較持久的波動

度，且負面及未預期的衝擊會使得期貨的報酬產生不對稱波動。柏婉貞與黃柏農 
(2009) 進一步研究結果顯示在可套利區間內，基差的變動會影響現貨市場價格，此時
的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功能；反之，在無套利區間內，基差改變不影響期貨與現貨

的價格，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將不復存在。賴藝文與李春安 (2006) 發現台灣期
貨、現貨與指數股票型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 ETF) 三者間的價格呈現共整合形
式，其中以台股指數期貨在價格發現的過程中貢獻最多，其次為 ETF，最後才是台股
指數現貨。然而另一方面，張瓊嬌與古永嘉 (2003) 的研究結果顯示即使考量 TAIFEX
調降交易稅之結構性改變，現貨與期貨價格仍具有共整合關係、誤差修正項對於期貨

條件均值與兩市場之條件變異數具有高度的解釋力，且資訊的傳遞會由現貨市場傳遞

至期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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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貨市場交易與現貨市場波動率

期貨交易和現貨波動率之間的影響關係，國內學者為此作出許多探討方向。首先，

王毓敏 (2002) 以 GARCH (1,1) -M模型說明台股指數期貨與股票市場交易活動對於波
動性的影響。研究發現，風險規避的投資人在股票與指數期貨市場均可得到風險貼水，

補償其承擔的風險；股票與指數期貨市場交易活動與波動性呈正相關；此外，股票市

場交易活動顯著時會提高期貨市場波動性，降低期貨市場深度；最後，非預期交易活

動顯著的提高市場波動性，降低市場深度；同時，非預期交易活動對於波動性的影響

高於預期交易活動。交易量影響方面，柏婉貞與黃柏農 (2007) 研究發現交易量會正向
顯著影響期貨與現貨市場報酬之條件變異，進而支持連續訊息假說，同時亦發現期貨

與現貨市場日內報酬波動之壞消息衝擊影響大於好消息衝擊，進一步驗證兩市場之日

內報酬波動存在不對稱性效果。

關於期貨對市場波動性和信息傳遞的影響是 Chou, Lee, and Wu (2002) 所探討的主
題，該研究提供支持新加坡 SIMEX摩台指MSCI指數期貨和台灣期貨交易所台灣指
數期貨的出現有助於穩定台灣現貨市場的波動過程中的信息傳輸假設的一些證據，引

進期貨交易在市場波動和信息傳遞有正面的影響在標的資產市場效率上。王友珊、鍾

惠民與江佳玲 (2004) 則探討以台灣期貨市場交易撮合制度改變事件對日內波動性與流
動性動態關係之影響進行研究。實證結果，波動性與流動性間之動態關係，在撮合制

度改變後當期及落後一期之波動性對於市場買賣雙方之流動性均具有顯著之正向效

果，顯示與價量供需自動均衡效果相符合，即短期價格的波動，會使市場深度增加，

且又會造成回饋效應使短期價格波動減少。

Wang and Lu (2005) 探討引進期貨交易在台灣股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研究顯示
台灣股市條件波動率增加和引進期貨市場有關，也發現理性投資人獲得越多報酬時風

險也相應增加，且資訊不對稱存在於台灣股市中，利空消息相對於利多消息對波動率

有更大的衝擊。Chuang and Hu (2005) 探討一般化狀態轉換過程 (Generalized Regime-
switching) 下的台灣股價指數與股價指數期貨市場的報酬與波動性動態關係。研究發
現在短期而言，股價指數現貨報酬領先股價指數期貨，而股價指數期貨卻顯著領先股

價指數現貨波動。但長期而言，不管在報酬或是波動性方面，期貨與現貨存在著均衡

關係。

（四）期貨跨市場交易

在地球村的時代下，國內市場的交易與不同國家間的動態關聯、市場交易流動性

及訊息傳遞等亦是探討的論點。由於台灣 TAIFEX台股指數期貨市場與在新加坡
SIMEX的摩根台股指數期貨同是以台灣股市為標的，此提供跨市場期貨交易的相關研
究。首先張紹基與王振宇 (2000) 研究兩市場間交易資訊流動，在交易成本、交易系統
不同的市場特性下，資訊的傳遞方向究竟為何。其實證結果發現，台股指數期貨與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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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台股指數期貨，彼此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就兩市場的共同交易時間而言，兩者期貨

波動存在相互領先、落後的關係，而在資訊傳遞上，並無所謂「資訊優勢」的市場存

在。Kuo, Hsu, and Chiang (2005) 探討 TAIFEX與 SGX-DT台灣股價指數期貨，探討價
格波動性，交易活動和市場深度。實證結果發現，兩個期貨市場的條件均值函數的估

計與弱式效率性一致。其次，兩市場的台指期貨成交量較大時會有較高的市場波動性；

最後，結果亦顯示現有的市場深度不會減緩兩市場的波動性。李志宏、李進生與盧陽

正 (2000) 以台灣及新加坡市場探討重覆性掛牌交易期貨契約之間的替代性程度與交易
量轉移現象。研究發現嚴苛的交易環境限制產生的負面效應會隨契約之間的價格變動

相關性降低而遞減，而 TAIFEX 類股指數與 SIMEX摩根台指之間的替代性較低，因
而受交易環境限制影響相對較少，亦較具開發市場潛在交易量能力。

美國和台灣股票期現貨市場之動態關聯由王凱立與陳美玲 (2002) 研究發現，美股
收盤價對摩台指開盤具顯著價格領先功能，而美股收盤及摩台指開盤資訊又對台股現

貨隔夜報酬具高度解釋能力。此外，美股收盤價對台股日間報酬具顯著影響，說明遞

延傳導效果的存在。關於兩個替代關係的指數期貨間信息傳輸由 Lin, Hsu, and Chiang 
(2004) 以台指期貨和小型台指期貨探討，此研究發現台指期貨和小型台指期貨間有強
大的訊息傳遞，顯示由於具有較高流動性的關係，台指期指數在價格發現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

（五）期貨到期日效應

期貨到期日效應的研究旨在探討期貨契約趨於到期日時的成交量、報酬、價格反

轉及價格波動等現象是否異於其他非到期日。Chueh and Yang (2005) 運用高頻交易資
料發現在台指期到期日當天其價格波動性明顯較高，然而當延長結算期間時，此現象

卻會隨之消失，而此期貨價格偏誤與結算日報酬無關，因此無法歸因於價格操縱因素。

謝文良與曲靜芳 (2009) 研究亦發現台股在期貨到期時，有成交量異常放大、報酬波動
增加及價格反轉等現象。此外，摩根台股指數成份股相對於非成份股所計算出的成交

量比率及週轉率比率在期貨到期日收盤前五分鐘有顯著放大的現象。而即使現貨市場

改以收盤五分鐘集合競價之後，期貨到期日效應並沒有顯著降低，顯示集合競價吸納

買賣單失衡的效用有限。黃玉娟、詹淑慧與陳則學 (2012) 的研究亦得到相同的期貨到
期日效應現象，而不同的是，研究結果發現套利並非造成到期日效應的主因，未平倉

量及負買賣單不平衡亦會顯著影響到期日效應，實證結果傾向支持人為操縱的存在，

且主要參與者為外資。楊奕農、周恆志與巫春洲 (2008) 檢測農產品期貨價格波動性的
到期效應與交易量效應，研究結果發現農產品期貨的價格上漲變幅與下跌變幅皆具有

顯著的交易量效應；但是價格上漲變幅並不具到期效應，僅有價格下跌變幅呈現顯著

的正向到期效應，此一結果顯示下跌變幅蘊含較多期貨價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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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權市場的實證研究

（一）選擇權隱含波動率

如何正確的描述及預測資產價格的波動度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議題，而隱含波動度

對於選擇權投資人在進行決策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李存修、盧佳鈺與江木偉 
(2006) 研究證實隱含波動率指標確實可做為未來實際波動率的良好估計值，與加權指
數間具有不對稱之負向關係以及具有均數迴歸之現象，當指數下跌時亦可做為良好的

反向交易指標。許溪南、詹世煌與謝宗祐 (2000) 探討隱含波動性、歷史波動性、到期
日長短及股價水準彼此間的關聯性，實證結果發現隱含波動性與歷史波動性呈正向關

係、僅有價外選擇權的隱含波動性具有正的序列相關、到期日長短對價外及價內的選

擇權而言皆與隱含波動性成負相關、價內賣權的股價水準與隱含波動性具顯著關係、

在崩盤前後選擇權的隱含波動性會顯著增加，但歷史波動性卻些微下降。郭維裕、陳

鴻隆與陳威光 (2013) 發現台指買權及電子買權隱含波動率序列存在共同因子以及長期
穩定關係，且隱含波動率差序列呈現均數迴歸過程，此外亦發現台指買權及電子買權

出現相對錯誤定價的機會不高、兩者之定價具有交互效率性。許美滿與鍾惠民 (2009) 
發現無模型設定之隱含波動性比其他波動性指標更具有預測未來真實波動性的能力。

郭維裕、陳威光、陳鴻隆與林信助 (2009) 提出一個包含時間序列訊息且具樣本內資料
配適能力的動態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發現在不考慮交易成本下，該模型對於樣本外

隱含波動度及選擇權價格的預測能力優於其他函數模型，具顯著獲利能力。許溪南、

林昭賢與陳浚泓 (2005) 則探討選擇權波動度與定價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對於近月
份選擇權使用 Black and Scholes模型似乎是不錯的選擇；對於遠月份選擇權，隨機波
動性模式應優先予以考慮。

（二）選擇權隱含波動率偏誤

如何有效運用選擇權進行避險操作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其中選擇權評價模型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眾所周知的 Black and Scholes定價模型中隱含選擇權僅存在唯
一的隱含波動率，然而事實上隱含波動率函數經常呈現不對稱的 U型模式，稱之為微
笑效應。徐憶文、溫恩孝、李進生與吳壽山 (2008) 研究證實台指選擇權之隱含波動率
確實存在微笑效應，同時亦發現近期現貨市場的表現、大盤指數報酬率的偏態係數及

交易壓力為台指選擇權微笑曲線形狀變化的三項重要決定性因子。楊東曉、楊聲勇與

蔡逸賢 (2011) 發現隱含波動度差 (Implied Volatility Spread) 在期貨與選擇權於價平及近
價平時具顯著的價格發現功能，同時亦發現微笑效應為影響隱含波動度差的價格預測

能力之重要因子。另 Duan (2013) 則發現台指選擇權隱含波動率呈現負偏斜 (Volatility 
Smirk) 的現象，而此負偏斜導因於淨買壓，且相依於選擇權契約的存續期間。

（三）選擇權波動率指標 VIX
波動率是一種衡量標的資產價格變動程度的指標，此外波動率指標常被視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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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指數，因此極端的波動率指標常作為進行反市場操作的訊號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定價及避險績效的參考。針對國內市場提出相關研究有：李存修等 (2006) 研究證實
隱含波動率指標確實可做為未來實際波動率的良好估計值，與加權指數間具有不對稱

之負向關係以及具有均數迴歸之現象，當指數下跌時亦可做為良好的反向交易指標。

謝文良、李進生與袁淑芳 (2006) 參考美國 CBOE計算 S&P 100波動性指數（簡稱
VXO）的模式，以台股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度建構賣權波動度指標 IVP，實證結果發現
若將此資訊內涵應用於擇時交易策略，其績效表現在研究期間內將超越買進持有的基

本策略。袁淑芳與李進生 (2007) 以台股選擇權市場為標的建構 TAIFEX VXO作為衡
量台灣投資人風險偏好的指標，研究發現台灣市場有透過選擇權市場消化現貨市場風

險的傾向，且投資人僅於空頭市場預期可能招致現貨部位損失的風險時才有明顯增加

賣權的衍生性需求。王毓敏與謝志正 (2009) 建立 TVIX作為台灣隱含波動率模型的代
表，實證結果顯示預測範圍為一個月時，TVIX有較佳的表現；若考慮同時採用時間
序列與隱含波動率模型時，預測範圍為一日、一週及兩週下，短期記憶模型加上

TVIX有最好的預測力；預測範圍為一個月時，則單獨採用 TVIX尤佳。

（四）選擇權預期報酬與價格效率性

市場上選擇權的預期報酬與價格的關係可從風險、操作限制、波動性等相關議題

去討論，因此就目前針對不同主題有以下探討。Hsieh, Fang, and Goo (2009) 探討台指
買權和現貨市場在不同價性 (Moneyness) 下的互動與定價關係。該研究運用雙元
EGARCH模型與神經演算法進行選擇權評價，研究結論為台指買權和現貨市場間的互
動關係在不同價況下有所不同，投資人在價外或是更深度價外的選擇權部位會承受較

大風險，而在各種狀況下類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 定價模型的預測能力比一般迴
歸模型要好。

針對選擇權價格效率性、放空限制與雜訊交易者風險，由陳煒朋、吳壽山與洪慧

妤 (2010) 研究探討套利限制對於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現貨、期貨以及選擇權市場間相對
價格效率性的影響。實證結果為放空限制條件與選擇權流動性分別是影響買賣權平價 
(Put Call Parity) 理論和期貨買賣權平價理論關係式出現偏離的主要因素；此外，選擇
權市場投資人易受現貨市場的走勢氛圍影響交易行為，亦即選擇權市場會存在雜訊交

易者風險。為了檢驗台指選擇權的報酬率是否符合 Coval and Shumway (2001) 之弱勢
假設，並分析其報酬與風險的關係是否符合 CAPM理論，由許溪南、何怡滿與許羽呈 
(2012) 實證結果，在排除深度價內與深度價外的情況下，買權與賣權的報酬率大致符
合前述弱勢假設；此外，買權報酬率與 β值隨著履約價增加而上升，呈現報酬與風險
的抵換關係，符合 CAPM理論。郭玟秀 (2014) 探討未區分及區分股市市場狀態和台
灣選擇權交易活動與股價關係。實證研究發現，市場情況因子具有相當的影響性，台

指選擇權交易對未來台股指數變動有顯著影響，特別是在多空期間正確預測股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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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明顯，台指選擇權交易活動增加（減少）同日及隔日指數報酬率將顯著增加（減

少），故支持 Chiyachantana, Jain, Jiang, and Wood (2004) 的目前市場情況假說在台灣
指數選擇權市場成立。探討選擇權賣方是否有利可圖，由傅瑞彬、陳松男與吳庭斌 
(2009) 研究提出選擇權加價利益的觀點，研究將選擇權市價拆解成理論公平賭局價格
與加價利益，解決隱含波動度微笑所帶來模型內部不一致的問題。在建立各種情境條

件下之加價利益後，可用來評估選擇權市價的合理性。經由對台指選擇權實證結果發

現，加價利益受到距到期交易日、價況程度及猜測波動度的影響。

探討指數期權和標的股票價格的信息含量的實證由 Liu, Hung, and Duan  (2011) 提
出，以美國 CBOE交易所的 S&P 100選擇權為實證研究對象，結果發現隨著指數選擇
權的上市，標的股票報酬更為顯著地隨機；換言之，指數選擇權開始後，標的股價更

趨向含有資訊性。

（五）選擇權價格隱含其他資訊

應用選擇權定價理論，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市場交易，其市場價格往往能反映

一些有用的資訊供投資人決策參考。除了選擇權隱含波動度資訊外，如隱含偏態、峰

態係數，甚至隱含標的價格風險中立機率分配、與風險趨避參數，均屬於相當攸關的

投資決策資訊。而葉仕國、朱漢興與吳建忠 (2010) 將公司股權價值視為一個以公司資
產價值為標的資產，負債面額為履約價格之買權，運用選擇權模型透過股價資訊計算

公司的違約機率，進而推算出公司的信用價差與信用風險相關的訊息。另外，選擇權

價格隱含系統風險的資訊方面，黃詩婷 (2013) 運用台灣的認購權證價格計算其所隱含
標的股票 beta係數與股票期望報酬，並使用多空策略去檢視在不同期間與不同隱含
beta係數下的股票報酬。結果發現權證隱含 beta係數可以為未來兩週的股票報酬提供
資訊。

三、市場交易機制的實證研究

（一）期貨保證金部位風險管理

隨著金融環境的日益複雜、金融商品的推陳出新，交易風險管理日趨重要，據此

李存修、黃思綺與張睿倩 (2012) 探討美國、歐洲、新加坡和日本等國的交易所施行的
風險管理模式，並針對台灣期貨交易所從事店頭衍生性商品結算業務所應考慮之風險

管理制度，建議使用歷史 VaR模型配合各商品契約價值評價模型，計收店頭衍生性商
品之結算保證金。如何在降低市場違約風險的同時也能兼顧交易人之資金使用效率，

張森林、石百達、李存修與施宗佐 (2009) 發現在違約風險並未顯著增加的情況下，降
低台股期貨之保證金結構比可增加資金使用效率。

台灣在 2007年改用了 SPAN (Standard Portfolio Analysis of Risk) 保證金制度，吳
佳蓁與謝舒帆 (2013) 發現實施 SPAN保證金計收制度能增加期貨市場的流動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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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深度、改善市場價格效率性，同時亦會增加其價格的波動性。劉德明與戴良安 
(2007) 建構全新衡量含個股選擇權、指數期貨與股票組合保證金需求的新模型－ Beta
情節模擬。並以加權指數選擇權、台塑股票選擇權、聯電股票選擇權、台積電股票選

擇權與富邦金股票選擇權為主要對象。再去跟全球通行的 SPAN及 TIMS (Theoretical 
Inter-market Margin System) 保證金系統做比較，發現到 SPAN在投資組合個股之數量
很多時，操作會變得困難。然而，戴良安與劉德明 (2008) 在比較國內外期貨與選擇權
市場保證金制度後，研究結果建議改良國際通用的保證金系統 SPAN與 TIMS，改採
用組合式且植基於風險值之保證金制度，在計算程序上不但可以簡化 SPAN保證金系
統跨商品折抵問題，亦可以改善 TIMS系統跨商品信用折抵成數過於簡化的缺失。

（二）市場交易制度的影響

為探討市場的交易活動、價格波動與交易成本之間的動態關係，以及檢視交易制

度變革對於市場之交易環境與市場結構的影響，高櫻芬與宋昌原 (2013) 研究結果發現
當撮合制度由集合競價轉變成連續競價時，台股指數期貨的交易量會上升且將增加買

賣價差，但並未使得波動度產生顯著變化。此外，降低期貨交易稅將提高台股指數期

貨的交易量、降低買賣價差，並未使價格波動度產生顯著變化。Chen, Liu, and Yang 
(2010) 發現在調降期貨交易稅後台指期、小指期和電子期的交易量會顯著地增加，但
金融期卻顯著的減少。此外，亦發現此四種期貨的投機性交易活動均顯著增加且存在

時間趨勢及季節效應，同時期貨的報酬波動也有增加的趨勢。詹場與李志宏 (2014) 發
現集合競價的買賣價跳動 (Bid-ask Bounce) 情形較緩和，以及集合競價每次交易之參
與者較多，成交價格偏離均衡價值之幅度較小，此外還發現，在資訊不對稱程度較高

以及交易較熱絡之商品，集合競價穩定市場價格之功能優於連續競價。

在金融市場中，價格漲跌幅限制常被作為抑制市場投機行為或過度反應的重要工

具，薛立言與陳獻儀 (2003) 研究結果發現漲跌幅限制的確對投資行為產生冷卻效應，
然而對於較易觸及漲跌幅限制之標的，包括規模較小、交易熱絡以及波動性高的股票，

其認購權證的隱含波動率在跌幅縮小時反而會有顯著上升的現象。股價波動性以及一

些市場的不完美性因素是否在決定台股指數期貨價格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王健聰與

闕河士 (2006) 發現台股現貨的波動性對於 TAIFEX期貨與 SGX-DT期貨的定價有顯著
的影響、期貨交易量與此兩種期貨的絕對定價誤差都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且融券賣空

限制對於此兩種期貨之絕對定價誤差有負向影響。

（三）市場情緒因素與從眾行為

為了解在市場情緒因素和期貨市場之間的影響，分別由投資人情緒、從眾及市場

訊息因素等行為面向去探討其影響關係，首先就投資人情緒因素而言，由張巧宜與張

傳盛 (2011) 以期貨成交量與未平倉量、買賣權成交量比、與市場波動率指數做為情緒
代理變數，探討其影響台股期貨報酬。實證發現，投資人情緒與期貨報酬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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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空頭期間時，現貨與期貨的正向關係增強，投資人情緒高低與期貨報酬會受到空

頭影響。關於從眾行為方面，則由闕河士、方怡與王怡婷 (2013) 探討指數期貨結算對
股市從眾行為之影響，以結合指數期貨結算效應與股市從眾效應等兩項主題，去檢驗

台灣股票市場在指數期貨最後結算日前後之從眾現象。實證發現，指數期貨最後結算

日前後三日，具有顯著的從眾行為。最後關於群聚現象，菅瑞昌、闕河士與方怡 (2013) 
發現 TAIFEX的台股、電子及金融三項指數期貨，明顯存在交易量群聚現象；分別由
特定時點委託單、委託單數量、到期日以及投資人情緒去觀察倍數量交易 (Rounded 
Size Trades) 出現機會以證明此現象。Duan (2013) 在控制台灣市場存在訊息流動效果與
槓桿效果下，實證研究發現台指選擇權隱含波動率的淨買壓假說源於台灣選擇權市場

存在套利限制；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期貨交易所對造市者的資格限制與市場可進行避險

交易之選擇權商品種類多樣化，導致新興市場交易選擇權的廣義機構投資者是較多的。

（四）市場交易資訊內涵

本部分探討市場交易資訊所隱含內涵以及資訊揭露時點、法人交易活動等，來探

討是否期貨或選擇權的交易有資訊內涵。Huang and Lin (2003) 使用台灣 TAIFEX與新
加坡 SGX-DT交易的台指期貨來檢視委託單不均衡下的價差模式，結果發現在報價驅
動市場（即 SGX-DT）中，價差在委託單不均衡時會極大化，而在委託單均衡時則會
極小化。然而，在委託單驅動市場（即TAIFEX）中，價差在委託單不均衡時會極小化，
而在委託單均衡時卻會極大化。該研究結果亦顯示，TAIFEX較 SGX-DT更具有市場
彈性與深度。戴維芯、林美玲與陳明憲 (2011) 則以預期理論研究期貨市場中交易量與
未平倉量對期貨價格波動影響與波動不對稱效果。研究發現，交易量增加（減少），

波動就會隨之增加（降低），而未平倉量的增加（減少），反而會降低（提高）波動，

未預期的衝擊對波動確實呈現不對稱現象。交易時間與交易價格之關係方面探討則由

菅瑞昌、王健聰與闕河士 (2009) 研究，以採取電腦自動撮合制度的台灣期貨交易所為
研究對象。實證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倒 U型的非線性關係，但和過去文獻發現
在具有造市者的報價驅動市場中，二者具有負的線性關係不同，原因可能係由於無法

如同造市者快速地調整報價有關。

選擇權交易時點影響方面，則有杜化宇與劉文謙 (2010) 以台股指數選擇權的日內
資料來探討盤前期間選擇權買賣量不平衡是否含有資訊內涵及是否能有效預測當日開

盤後現貨股價指數的移動。實證發現，盤前期間選擇權買賣量不平衡（尤其是到期期

間）能有效反映隔夜的訊息（公共訊息），但是其預測當日開盤後的股價指數移動的

能力（反應私有訊息）則似乎較弱。此外，莊益源、賴靖宜、王雅晴與薛愛潔 (2014) 
則探討台指選擇權非同步交易時段之資訊內涵。實證結果發現，選擇權市場提早開盤

時段的資訊內涵與現貨隔夜報酬有顯著的負向變動關係，表示資訊交易者面對選擇權

市場的私有資訊可能採取負面看法，但會隨交易時間遞延其影響幅度及顯著性皆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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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下降。國內股市收盤資訊揭露制度與價格效率的關聯性由王子湄、蕭朝興與丁信瑜 
(2014) 探討，實證研究發現尾盤透明度提升可以改善價格發現過程，不僅降低報酬波
動，也增加價格的資訊效率性。更重要的是收盤資訊揭露制度在防止尾盤刻意拉抬或

摜壓價格的成效，會隨個股規模而有所不同，對中小型股而言確可減少尾盤人為作價

的情形，但權值股的尾盤作價並無明顯降低，而大型股的期貨結算行情不受影響，甚

至出現提前作價的傾向。

（五）基金與法人操作的影響

在股票市場中三大法人和政府基金等操作對市場的影響有多所探討，而在期貨市

場方面，黃柏凱、臧大年、何加政與張元晨 (2006) 分析關於國安基金以期貨維護現貨
策略的合理性，以首次護盤作探討。實證結果顯示，國安基金在進場當時顯然達成拉

抬期貨，造成超額正價差的目的，但是同時間的現貨指數並未因國安基金進場所造成

的正向套利的引導而上升；推測的原因為當時我國期貨與現貨市場規模較不對稱，期

貨價格還不具備市場領先指標的功能。另外，Huang (2011) 探討關於國安基金干預成
效與期貨交易人過度反應。研究發現，國安基金往往在期貨價格下跌的時候干預，導

致期貨價格有出現過高的情況，使在當天和次日產生負的期貨報酬。且隨後價格反轉

的幅度與國安基金干預誘導的價格跳躍幅度及交易量有正向相關。總結研究顯示，期

貨交易者的過度反應可能對國安基金干預產生不利影響。另一個議題為黃柏凱 (2014) 
探討國安基金政策績效與期貨市場滑價。實證結果顯示，若以單筆交易衡量國安基金

交易的滑價，能發現國安基金的交易提供流動性，獲得流動性溢酬，而且國安基金的

交易具有資訊效果。然而，若以套裝交易衡量國安基金交易的滑價，卻發現只有國安

基金的賣單仍提供流動性。

Lin, Hsu, and Li (2008) 探討台灣期貨市場中主要類型交易者的交易動態，結果發
現，外資投資者和交易商是屬正向回饋交易者，然而個人投資者則相反。同時也發現

交易者的交易流程和期貨報酬有顯著的同期相關，可以交易者的回饋交易和羊群行為

來解釋，而外資投資者與交易商對加速期貨價格均衡有正面功能。關於法人交易活動

的外溢效果，李修全、簡正儀與廖子翔 (2014) 探討現貨及期貨市場，結果發現法人在
現貨及期貨市場間並不相同且交易活動在期貨市場相對比較有關，其證據支持資訊不

對稱假說及整體市場資訊假說。

（六）利率與匯率風險

如何降低匯率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對跨國企業而言相當的重要，有鑑於此，楊明晶、

董澍琦與劉孟宜 (2010) 研究結果發現若僅考慮風險因素，日圓期貨與遠期契約在規避
新台幣兌日圓及美元之即期匯率風險上具有較高的避險績效；若同時考量風險與報酬

的影響，風險趨避程度及避險期間的長短會影響其最適的避險工具及避險策略。

關於利率風險對於市場影響的相關探討，連春紅、廖四郎與李政峰 (2005) 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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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連續短期利率模型在台灣短期利率上之實證表現。主要實證結果指出，不同近似方

法所得到的估計結果並無太大差異，而使用週資料並以準最大概似法估計所得到之結

果較具穩定性與效率性；其次，台灣短期利率存在均數復歸現象，且短期利率波動性

受利率水準值影響。李賢源、朱香蕙與許嘉玲 (2006) 研究利率交換之利差期間結構模
型；以拓展 Grinblatt (2001) 以流動性做為利率交換 (Interest Rate Swap; IRS) 利差期間
結構決定因子的均衡理論模型。實證結果與 Grinblatt (2001) 相似，即模型配適樣本內
的市場上實際之 IRS利差資料非常好。Lu, Wang, and Lee (2013) 則探討新台幣的利率
交換利差的決定因素。實證結果顯示，利率水平，收益率曲線，利率波動性，流動性

風險和信用風險的斜率是影響交換利差的重要因素，其中又以信用風險最為關鍵。

參、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運用研究

隨著衍生性金融商品理論以及商品的發展與普及，相關理論也應用在許多財務金

融的課題上，近來發展頗為迅速的便是將衍生性金融商品理論應用在風險管理上，在

變化多端的金融市場上都存在著各種風險，如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

隨著選擇權理論的發展，相關風險如信用風險或流動性風險皆可以援用選擇權理論架

構配合市場交易的金融商品予以客觀衡量，此一突破性的發展帶給金融市場在風險管

理上新的觀念啟發與突破。另一方面，許多公司使用員工股票選擇權來做為薪酬給付

的一部份，因此對於公司的績效是否有助益也是當今管理上的重要議題。2014年台灣
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交易量首度突破 2億口，為期交所成立以來最大年成交量，推動
台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短期內大幅成長的主要原因為推出符合交易人多元化需求的

商品、交易制度的調整、以及期貨經紀商們共同的努力，因此本文將針對國內衍生性

金融商品市場業務相關議題所做的研究做適當的整理，從風險計提的指標、期貨商的

經營績效與效率來看待此一議題。本研究便將上述各項議題的相關研究分別敘述如下

所示。

一、風險管理

在金融海嘯發生後，投資者與企業對於環境有著無形的不信賴感，大家才正面關

注企業警訊是否有跡可循，因此企業違約風險與流動性風險便受到相關的重視。信用

違約交換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由於其市場資訊蘊含了相當程度的信用風險資
訊，因此不少研究透過該市場來探索國家或企業的信用風險狀況。王克陸與陳孟男 
(2008) 探討了當一國面臨可能金融危機時，其信用違約交換所帶給的訊息可能過度反
應風險，即信用違約交換價差可能有高估之情形，並可能產生套利機會。黃宜侯、沈

中華與陳志鈞 (2013) 學者，也針對金融海嘯危機時，對信用違約交換指數進行探討，
實證結果發現信用違約交換價差清楚反應了相關信用事件，且對負面消息之反應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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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消息迅速。同時，金融產業之信用違約交換具有事前反應能力，能預測重大信用違

約事件的發生。

在選擇權相關理論的發展下，企業違約風險與流動性風險這兩種風險可透過公司

相關有價證券的價格來具體衡量，張大成、林郁翎與蘇郁嵐 (2009) 學者，用Merton 
(1974) 之結構式選擇權評價模型，與 Ohlson (1995) 的股權理論價值模型，提出
Merton-Ohlson模型，據以評估無股價企業之信用風險。研究樣本以美國各產業上市
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Merton利用市場資訊估算之結構式模
型，以及 KMV公司所發展的無股價公司信用風險衡量模型 (Private Firm Model; 
PFM)，Merton-Ohlson模型之違約預警能力與預測正確率均有不錯的表現。林郁翎與
張大成 (2009) 學者，也提出考慮債務限制條款下的企業信用風險。採用一個兩階段的
方法在該研究中，用Black-Scholes-Merton（簡稱BSM）和 down-and-out call option（簡
稱 DOC）結構模型來估算，以障礙選擇權理論建立的 DOC模型，其違約預警能力相
較 BSM模型而言有提升之效果。另外亦可以發現，DOC模型於建構過程中，較傳統
BSM模型多考慮企業獲利性層面因素，故更能有效地偵測企業違約之發生。因此
DOC模型亦可作為另一個判斷企業違約風險的預警工具。周恆志 (2009) 以障礙選擇
權中的下限出局型買權來評價公司權益價值，實證結果顯示 DOC模型在違約判定能
力上除了顯著優於Merton模型之外，更優於實務上常用的 Z-score模型與 Zeta模型。
葉仕國等 (2010) 認為個股選擇權是以公司股票為標的資產的選擇權，而公司股票

又是以公司資產價值為標的之買權，因此個股選擇權可視為是一個複合選擇權。透過

Geske (1977) 的複合選擇權理論模型，同樣也可以用個股選擇權的資料來衡量公司的
違約機率，並推算出信用價差等資訊。實證結果發現，以股價為資訊的理論所算出的

信用價差在排序能力上皆顯著地優於股價選擇權為資訊的計算方法。葉仕國、陳仁遶、

葉宗穎與林丙輝 (2015) 援用 Chen (2012) 之流動性折扣模型，結合了選擇權評價理論
和經濟均衡架構為模型基礎，並以台灣金融業以外的上市櫃公司做為探討標的，研究

結果發現，應用此一模型，不僅能具體衡量出上市櫃公司之資產在不同期間的流動性

折扣，且能對這些上市櫃公司之流動性風險做出合理的檢驗和適當的預測。

二、員工股票選擇權

經理人的薪酬誘因效果對整個公司的影響甚大，也影響著公司內部對企業的激勵

作用，甚至經理人的績效。員工股票選擇權計畫 (Employee Stock Option Plan; ESOP) 
在近年來往往是公司給付員工薪酬制度的一部份，因此引發許多研究進行探討。詹家

昌、陳光華與許永明 (2004) 假設經理人的財富與誘因包含非公司財富、股票與股票選
擇權（即公司的離職金）等三種因素，探討經理人固守職位代理是否影響投資風險，

進而影響公司的價值。實證發現投資風險、離職金設計等與公司治理，具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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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偉、張銘仁、黃憲彰與羅烈明 (2009) 認為 ESOP是無法用套利模式來評價，
故運用 Sircar and Xiong (2007) 不完全市場的觀念，在 Grenadier (1999) 的架構下，採
用 Dixit and Pindyck (1994) 動態規劃的方法，考慮風險偏好，將閉鎖期等特性限制整
合在同一架構下，實證結果發現風險趨避程度增加至某一程度時，持有人的風險態度

對選擇權價值影響會減少。

魏慧珊 (2011) 則發現公司治理的強弱，會影響股利支付與高階主管股票選擇權的
關係。股利支付與公司治理成顯著負相關，而股利支付與高階主管股票選擇權呈負相

關。顯示增加高階主管之股票所有權可使代理人與委託人目標一致，降低代理人做出

損害委託人財富之行為。但 Teng and Liu (2011) 運用員工認股權證，衡量台灣電子公
司經理人過度自信程度對公司融資順位的影響，結果發現：在需要外部資金的情況下，

過度自信經理人會比非過度自信經理人傾向發行更多的債券。

楊東曉與蘇秋竹 (2012) 從公司與經理人角度，對傳統股票選擇權、市場連動選擇
權及資金成本連動選擇權，比較公司經理人薪酬優劣，運用 Black and Scholes模型，
探討誘因效果及選擇權的報酬效率性做研究。實證結果發現經理人誘因效果，除了可

以透過影響資本結構，進而間接降低違約風險外，對違約風險也存在直接顯著的負向

影響。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業務經營相關議題

我國期貨商現以調整後淨資本額 (Adjusted Net Capital; ANC) 比率作為風險管理之
指標，但銀行業及證券業均已採用 BIS自有資本適足率為指標，因而有期貨商應否使
用 BIS制度之倡議。吳琮璠、張志宏與王全三 (2012) 分析 2008-2009期貨商 ANC與
BIS比率，並以問卷調查期貨商對二制度之意見，研究結果發現 ANC比率與 BIS比
率正相關，在金融風暴期間具替代性，且期貨商普遍認為 BIS計算複雜，而 ANC簡
單易行並已適當反映期貨商之經營風險。在期貨商無金融他業多元化業務風險之前題

下，導入 BIS將增加期貨商之成本而無顯著實益。
洪瑞成、張志宏、黃健銘與邱建良 (2013) 則發現風險計提對於期貨商獲利程度存

有相關性，該研究分析台灣 12家期貨商 2005-2008財務資料的經營風險對財務績效之
結構性。發現 ANC比例及財務績效之間存在一個重要門檻，當 ANC高於門檻時，
ANC與財務績效無顯著關係，反之則有明顯負向關係。而除了風險計提方式會影響期
貨商績效以外，李正文與黃良錦 (2006) 認為財務報表資訊所提供僅為個別之單一指
標，難以一窺其經營成果之全貌，所以研究報導希望能夠整合多元指標之研究方法做

為績效評量的工具，該研究針對 2000-2002年間 12家專營期貨經紀商用包絡分析法進
行實證研究。結果模式評選之重要性排行依序為 (1) 營業費用及支出 (2) 營業據點 (3) 
客戶保證金。張美玲、陳麗雪與王國樑 (2010) 則以台灣 22家專營期貨商 20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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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來研究，以三階段包絡分析法評估純技術效率，實證顯示純技術效率卻有其

必要性，再將其帶入獲利率迴歸模型中，以探討專營期貨商獲利率主要影響因素。迴

歸結果顯示以資產報酬率為被解釋變數時支持效率結構假說而淨值報酬率為解釋變數

時則同時支持市場力量假說與效率結構假說。

四、實質選擇權之應用

由於選擇權的評價或定價方式日漸成熟和普及，使得選擇權的應用範圍，也逐漸

擴大到企業的實質投資決策上，即所謂的「實質選擇權 (Real Option)」。實質選擇權，
簡而言之，係指將選擇權的觀念應用在實際投資決策的分析上，使得決策者在做投資

決策分析時，除了傳統的評估準則外，能夠做出更富有彈性、更準確的投資決策。早

期創投業者常使用實質選擇權進行公司價值衡量，後來逐漸擴大到企業的資本預算投

資決策上，不少研究再將之應用到產業政策評估上面，下面本研究便依序將這些應用

實質選擇權對上述各領域的探討作一說明：

（一）公司價值衡量

過去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 (Discounted Cash Flow) 衡量公司價值，往往都是藉由調
整折現率以反映未來不確定性因素，但如此一來便忽略了在不確定情況下，企業經營

可能因有限責任之組織型態，而有獲利潛力無窮但下方風險有限之特性。近年來，許

多文獻開始運用實質選擇權衡量公司價值，以反映經理人在面臨情況改變時，可以改

變策略以降低損失或增加利潤的實務狀況。林家帆、陳威光與郭維裕 (2002) 援用連續
時間下的實質選擇權模型評估威盛電子股票理論價值，根據威盛公司之相關歷史資料

估計參數，代入模型求算理論股價，並與民國 90年第一季實際股價比較，發現實際
股價與理論股價相當接近。而由敏感度分析的結果發現影響威盛股價的四個關鍵參數

為成本占收入之比率、賺取超額報酬之期間、企業終值和收入成長率隨機過程之回復

平均速度。Chan and Chen (2004) 針對 1990-1998年台灣地區 93家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公司藉由實質選擇權的觀點及衡價方式，來評估投資及融資決策所隱含的彈性及價

值，了解企業發行動機及目的上，除了風險移轉、資訊不對稱及獲取低成本資金改善

財務結構外，是否有Mayers (1998) 所提出的持續融資的特性，以及企業利用可轉換
公司債融資是否能夠彈性地配合投資計劃的進度發展，創造出 Trigeorgis (1993) 所提
選擇權的價值空間。

杜化宇與邱志忠 (2004) 採用跳躍擴散模型 (Jump Diffusion Model) 來延伸 Schwartz 
and Moon (2000) 的實質選擇權模型，以評價網路企業，研究結果發現加入跳躍過程能
更加正確的反映網路企業的價值。

吳博欽與鄭哲惠 (2006) 以本國上市電子公司為對象，考量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及電
子次產業，並比較 Ohlson (1995) 的會計基礎評價模式及 Schwartz and Moon (200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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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選擇權評價模式的績效。發現劃分企業生命週期後，雖然 Ohlson評價模式與實質
選擇權評價模式均以評估成長期公司價值為最佳。

創業投資對象大多是高科技、高風險之投資案；除不確定性影響外，尚有突發事

件的衝擊。NPV法係在靜態與確定情境下進行評估，不符動態投資環境之考量。邱清
顯、劉維琪與林達榮 (2006) 也是採用實質選擇權法來分析創投公司一次全部投入、分
階段投資、清算或轉換決策的價值，同時比較 Cossin, Leleux, and Saliasi (2002) 的數值
分析結果。作者假設創投公司未來現金流量遵循算術布朗運動與普瓦松跳躍過程，假

設跳躍過程之影響規模分別為常態分佈、負指數分佈與 Laplace分佈時，利用 Dixit 
and Pindyck (1994) 之等價條件 (Value Matching Conditions) 及平滑條件 (Smooth Pasting 
Conditions) 評估不同決策的門檻值與價值。數值分析結果顯示，未考慮不確定性與突
發性的創投價值低於考量不同隨機影響（一次性投入、分階段、轉換或清算）決策下

的創投價值。

（二）投資計劃評估

Dean (1951)，Hayes and Abernathy (1980)，Hayes and Garvin (1982) 指出傳統現金
流量折現法投資評估準則會低估投資機會價值，而導致短視的決策，造成投資的減少，

這是因為傳統投資決策模式忽略了管理策略的彈性價值所致。林忠機、張傳章與陳依

仁 (2006) 以銅礦開採為例，考量天然資源開採計畫具有的暫時關閉、重新開採、提前
放棄等實質選擇權的評價。為了進一步更契合現實情況，作者同時考慮多種影響天然

資源評價的不確定因子：銅價、便益率 (Convenience Yield)、開採成本、無風險利率等，
在此架構下天然資源專案投資計畫分析被視為多因子美式實質選擇權之評價問題。作

者進一步結合最小平方蒙地卡羅模擬法 (Least Squares Monte Carlo; LSMC) 與動態規劃
技術，發展出動態選擇權模擬法 (Dynamic Option Simulation)，以有效與正確地解決諸
如：多重因子、提前履約、有限資源、隱含多重選擇權之專案投資計畫評價問題。張

靜玫 (2004) 以威盛電子為研究對象，採選擇權「二項評價模式」評估 R&D計畫的價
值，並著重 R&D計畫的競爭性，以一個完全訊息的動態賽局，探討雙占廠商「產品
改良」的投資策略。賽局中考慮了實質選擇權的排他性、市場的不確定性，及取得專

利廠商可以延遲投資的決策彈性。推論結果顯示，廠商延遲投資產品開發的意願隨著

市場波動程度提高。若市場需求提升與緊縮不同情況，廠商會改變決策時，延遲投資

較立即投資有利，但延遲投資將會損失延遲期間的淨現金流入。若競爭者的威脅愈強，

縮短技術領先期間，則延遲期間的損失相對重要，愈傾向及早投資。Wu and Lin (2007) 
採用實質選擇權的方式來評價延後 (Defer)、擴充 (Expand)、放棄 (Abandon) 等各種管
理彈性，作者以台灣電信產業為例，並採用 Trigeorgis (1991) 提出的具外生跳躍的對
數轉換二項樹法 (Log-transformed Binomial Model with Exogenous Jumps) 來進行數值計
算實質選擇權的價值，研究結果發現忽略多種管理彈性將低估許多投資方案的價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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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投資機會。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乃一昂貴、費時，且牽涉許
多不確定因素之投資，以往以淨現值法 (Net Present Value) 為基礎之評估方式，無法將
ERP此一可遞延之特性納入考慮，致使組織評估 ERP投資時無法反應出真正的價值。
Wu, Ong, and Hsu (2006) 將導入 ERP視為可遞延投資前階段 (Deferrable Pre-investment 
Phase) 的投資計畫，然後運用擇時選擇權 (Timing Option) 的評價方法，來評估 ERP投
資的真正價值。數值分析結果顯示，將選擇權價值納入考量後，ERP投資計畫的價值
與以往使用之淨現值法所得到之評估結果存在很大差異，而此差異來自於 ERP投資所
具有且向來被忽略之管理彈性。

陳明琪、張有中與林逾先 (2009) 利用實質選擇權方法，假設新產品機率密度函數
為Weibull分配，並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的特性及 Schwartz and Moon (2000) 的模型，建
構不同風險型態決策者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在技術創新與不確定環境下之最適投資

決策模型，並進行數值分析模擬與敏感度分析，研究針對風險中立、風險趨避與風險

愛好三種不同風險型態之決策者，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在技術創新與不確定環境下

進行分析。以探討在未來新技術對當前新技術衝擊下，企業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理論應

如何規避投資專案之風險，提高不確定環境下管理者的應變能力與實質選擇權價值。

鄭宗松、溫福星、張景峰與陳富德 (2013) 採用實質選擇權理論修正淨現值法之缺
失，將投資決策的管理彈性（投資區域集中度、研發費率集中度、公司未來績效與成

長）納入模型之中。並利用階層線性迴歸模式將變數區分為產業因素與個別企業因

素。結論為若要創造企業實質選擇權價值，產業風險愈低公司應該要更積極的尋找讓

公司成長的機會，所以應該要提早進入新市場投資。此外，鄭宗松、梁恕、姜一銘與

陳澤嘉 (2014) 研究若將產品生命週期與市場力量整合至實值選擇權的投資決策模型
中。結果顯示：當考慮產品生命週期與市場力量時，投資專案的最佳投資等候時間比

McDonald and Siegel (1986) 的未考慮股利率的美式選擇權之等候時間更為縮短。如果
採用模擬的數值法來分析影響最佳投資策略的相關因素。結果顯示：在 (1) 產品生命
週期較長時，(2) 不確定性較大時，(3) 折現率較小時，(4) 市場力量較大時，(5) 成本
與收入越為負相關時情況下，專案的投資門檻比值將提高，也導致最佳進入時間點必

須延後。

（三）產業政策評估

提昇廠商之投資意願為政府諸多政策目標中相當重要之一環，我國向來偏重租稅

獎勵措施之運用。石百達與李娓瑋 (2005) 研究中發現在給定投資臨界值下，定額補
貼、降低邊際利潤稅率及免稅某段時期再回復課稅三種政策中以定額補貼最有控制成

本之效果。此外，亦發現在市場波動度愈大時，不同型式政策對投資臨界值影響之差

異程度愈大。因此，波動度愈大，愈顯定額補貼控制政策成本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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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價格翻漲是近年來社會大眾關心話題，周治邦與李丹 (2007) 以實質選擇權
方式探討政府如何針對房地產廠商開發土地之前或之後來課徵最適的財產稅。當供需

均不確定情況下，已有固定家數廠商進行土地開發案，且開發耗費成本完全無法回復，

當廠商開發面積越大，會減少綠地面積，因而對居民不利。然而土地開發者會忽略此

一外部性，其開發密度會高於社會最適水準，此時政府可在之前或之後透過課徵財產

稅矯正此一狀況。

李珣琮與施勵行 (2012) 運用實質選擇權法與成本效率曲線，建構再生能源發展之
政策效益評價模式，探討影響政策效益評價的不確定性與主要因素，評估再生能源發

展之效益價值。並以風能進行實證分析搭配政策模擬（收購價格變動與外部成本內部

化），進而協助政府規劃最適的再生能源發展政策與改善方向。研究結果顯示，當考

量實質選擇權價值時，發展再生能源是具有投資效益的政策規劃。當外部成本內部化

時，更能突顯發展再生能源所帶來的政策效益價值。在目前風能技術發展下，過度提

高收購電價金額是不具投資效益的政策規劃。

五、其他

周麗娟 (2003) 改善Kritzman and Rich (1998) 具雙重績效限制的誘因契約 (Incentive 
Contract)，提出一最低資產保障之管理費收費模型，不僅要求期末時，管理績效要超
越一特定門檻值，同時要求於契約存續期間內的任一時間點，基金績效均不得低於此

一特定門檻值，否則視同契約提前到期，作者提出的誘因契約和路徑相依 (Path 
Dependent) 的連續型障礙選擇權 (Continuous Barrier Option) 有關，因此其評價公式即
是用 Rich and Leipus (1997) 的結果推導而得。
林文昌與賴怡洵 (2004) 利用選擇權評價模型來分析產險公司購併前後保險負債價

值與股東權益價值的變動，由於風險的降低，合併基本上對投保人有利。若單純將購

併視為雙方資產與負債的加總，則股東權益價值（可視為對公司資產的買權）將因合

併後波動性的降低而降低。但若考量特許價值及規模綜效，則購併後可能提升股東權

益價值。作者利用國內產險公司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合併後風險的降低程

度與綜效所導致的價值變化，與原公司的規模與風險均有明顯的關係。

蔡佩玲、林士貴與池祥萱 (2012) 將公司在公開市場宣告買回庫藏股 (Open Market 
Repurchases; OMR) 的計畫視為一個互換選擇權 (Exchange Option)，當公司股價被嚴重
低估（互換選擇權深度價內）時，管理者將執行買回庫藏股以便將被低估之股票市場

價值和其真實價值做交換。此外，因為台灣上市公司宣告 OMR計畫時必須同時宣告
「區間價格」，當股價介於此區間價格才能在市場買回庫藏股，因此作者推導在此區

間價格可執行之互換選擇權價值。主要研究結果發現：(1) 區間價格上下限距離越大
OMR計畫訊息宣告市場反應越大；(2) 區間價格模型有較高的解釋能力；(3) 若公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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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宣告的價格上限越接近理論最適價格上限，則市場反應是顯著的。

Huang (2014) 探討當季節性需求 (Seasonal Demand) 遵循對數常態分配時，商品的
下單及郵寄交割選擇權 (Delivery Option) 的定價問題，作者推導出最佳的訂單數量及
折扣率以極大化零售商的利潤。

肆、展望與結論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實證研究方面

隨著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創新發展日益繁複以及高科技大量運用在相關商品的交易

上面，未來在實證研究方面會有更多的題材可作為未來潛在研究的課題。展望未來，

有不少題目具有潛在學術貢獻的研究方向，本文列舉可能的方向如下列所示：

（一）高頻交易

前一陣子被認為造成國外交易所指數大幅震盪之主要原因的高頻交易 4 (High 
Frequency Trading)，已有不少國外論文關注此一課題。如 Chordia, Goyal, Lehmann, 
and Saar (2013)、Menkveld (2013) 等論文皆在探討高頻交易之內涵以及此一新的交易
模式對市場會帶來何種新的衝擊。由於高頻交易不僅可以在股票市場進行，也可以大

量運用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在新的交易模式及交易策略下，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價

格形成機制會有何種影響？便是日後可能的實證研究方向。

（二）波動性指數 (VIX)
許多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被市場引入後，由於受到熱烈關注從而也改變了許多市

場形貌，因此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著名的便是與VIX相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Shu and Zhang (2012) 便以 VIX期貨價格進行相關的實證研究，Duan and Yeh (2010) 也
發展出新的估計方法來檢驗考量了隨機變動與跳躍風險時的 VIX選擇權價格風險的估
算。台灣期交所也於 2006年 12月 1日取得 S&P授權，使用 CBOE波動率指數之新、
舊編製方法，針對台灣選擇權市場的交易活動編製波動率指數，編製了一套台灣本身

的 VIX指數，相信將可以延伸出許多相關的研究課題。尤其是 VIX相關的衍生性金
融商品，其標的變數乃是波動性的概念，所以在規避來自波動性變化的風險時，該產

品便有相當正面的效果，因此在風險管理方面自然可以根據此一產品產生相當多的研

究課題。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不同交易者的交易行為訊息探索

展望未來，除了上述所提及的研究主題之外，台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的實證研

4 2010年 5月 6日下午道瓊工業指數在數分鐘內發生暴跌逾千點的閃崩事件，經美國商品期貨交易
委員會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 調查，不法人士所進行的高頻交易應對道
瓊閃崩負重大責任，因為該行為造成市場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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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仍有許多空間提供了潛在學術貢獻的研究主題。例如：研究期貨、選擇權、與現貨

市場，個人、法人、外資不同交易者的交易行為訊息，隨著市場交易資料的完整，與

數據資料的完整，完整的資料庫將提供更進一步的研究題材。再則，利用適當的定價

模型，探討衍生證券價格隱含資訊也可提供相當豐富的研究資訊，例如：除了選擇權

隱含波動率、隱含股價分配、與風險趨避係數等資訊，隱含信用風險、系統風險、甚

至其它攸關的資訊，都是進一步研究的題材。

（四）市場交易制度的改變與事件的影響

隨著市場微結構研究主題的流行，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交易制度的改變與事件的

影響也成為研究的重要議題，例如股市交易漲跌幅的限制放寬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

的影響，或是稅制的改革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交易的影響，這些都將提供很好的實

證研究題材，對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的發展將有相當的貢獻。

（五）複雜模型下所進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實證研究

由於部分無法交易之標的資產（如：氣溫、地震、颶風等）的最適模型尚未有定論，

因此結合理論與實證的研究來探索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實證仍有發展的空間。以氣

候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實證研究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氣候暖化及變遷的影響，

一個好的氣候模型必須能將上述因素納入考量。若以國內迫切需求的角度而言，根據

劍橋大學風險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isk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的研究，台北
市名列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其中最大的三項風險因子依序為風災、地震和市場崩盤 
(Market Crash)。2016年初，南台灣發生災情甚大的地震，其所衍生的土壤液化問題更
嚴重影響國內的不動產市場，因此風災和地震相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實證研究尤其

值得國內學者重視。

二、衍生性金融商品運用研究方面

隨著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理論發展日臻成熟，其相關的運用研究勢必日益廣泛，展

望未來，有不少題目具有潛在學術貢獻的研究方向，本文列舉可能的方向如下列所示：

（一）在風險管理的運用研究領域

過去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運用研究在信用風險管理領域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目

前國外新發展的研究慢慢將視野放在流動性風險上面，Chen, Filonuk, Patro, and Yan 
(2013) 將選擇權理論結合均衡模型所推導出的流動性風險衡量方法應用在 2008年雷
曼兄弟倒閉事件預測上面，獲得不錯的成果。由於流動性風險在金融風暴之後受到相

當的重視，因此運用類似的理論探討流動性風險的議題應該是相當具有發展的潛力。

（二）員工股票選擇權或引進風險偏好假設的選擇權運用研究

有關員工股票選擇權或其他選擇權的研究，在金融風暴之後，傳統與效用無關的

Black and Scholes模型逐漸受到質疑，因此 Carpenter, Stanton, and Wallace (2010)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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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所使用的 Black and Scholes模型，改用 CAAR效用函數的風險厭惡係數，來比較
模型裡的選擇權執行成本。從而可以看出，如何調整原先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風險偏好

假設，進而運用到各相關領域，將是一個有潛力的研究課題。

（三）保證金制度或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效率的運用研究

最近國外相關的論文則探討保證金的影響，例如：Phylaktis and Aristidou (2013) 
發現保證金要求的改變並不是直接影響交易量的主因，而是現貨價格的波動性。有些

國外研究援用新的計量方法來探討期貨市場的效率性，例如：Westerlund and Narayan 
(2013) 許多實證結果認為期貨市場效率假說不成立，市場效率市場假說也都成立，除
了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外，從實證檢驗也可以看到期貨價格跟現貨價格呈現一個穩定關

係，也滿足效率市場假說。由此可以看出，透過市場資訊以新方法檢驗衍生性金融商

品市場，也是可行的研究方向。

（四）實質選擇權的運用研究方面

實質選擇權的運用面甚廣，所以可發展的題材甚多，國外最近相關的研究則著重

在應用實質選擇權在不同的金融活動上面，例如：Aragon (2007) 認為投資人為規避風
險申請贖回當作實質選擇權，一但申請贖回，視同投資人放棄投資部位，並將收到依

投資比例及基金的淨資產價值 (Net Asset Value; NAV) 換算的一定數額現金，當投資人
自身投資部位價值低於 NAV時，視為執行該實質選擇權。Alvarez and Dixit (2014) 討
論透過實質選擇權觀點，推導放棄歐元的現值為何，超越過去傳統的成本效益方式。

Ding and Chen (2013) 探討外資銀行自 1978年中國大陸開放外資銀行進入市場後，使
用實質選擇權理論分析最適的進入時機。綜觀以上所述，如何找到一適當場域讓實質

選擇權有更好的應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

（五）國內金融創新商品的運用研究

近來國內各大交易所皆不斷推出與衍生性金融商品連結的金融創新商品，例如

2014年台灣證券交易所推出槓桿型以及反向型 ETF，2015年更推出商品期貨 ETF，
這些金融產品皆是結合現貨與衍生性金融商品所產生的金融創新產物。2014年 5月期
交所台股期貨及台指選擇權一天期期貨契約在歐洲期貨交易所 (Eurex) 掛牌上市，期
交所也在 2015年 7月起上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及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
此為期交所首宗匯率類商品。這些舉動再在顯示國內推動衍生性金融商品創新的動力

不可小覷，因此不論在實證或運用研究方面，可以預見與國內市場有關的研究題材將

會相當豐富，讀者可根據本研究所提供的文獻整理內容作為未來研究方向的基準點，

透過適度地篩選研究課題，應該可以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實證研究或運用研究開拓出

豐碩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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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aiwan Derivatives Research: Empir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1. Introduction
Eve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overed call warrants i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TWSE) in 1997, the derivatives market in Taiwan has grown quite rapidly.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warrants issued and listed in TWSE increased from 12 in 1998 to 15,527 in 2011. 
In response to this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derivatives research in Taiwan has also 
progressed very well. To summarize the contributions of prior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empir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regarding derivatives in Taiwan. We 
focus on articles published in 16 TSSCI journals after the year 2000, collecting more than 
140 papers to conduct the survey.

This paper initiall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derivatives in 
Taiwan regarding futures markets, options markets, and market trading mechanisms. 
Research topics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s and cash markets, microstructure 
issues of derivatives market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erivatives prices, about which 
the general public has become more intensively concerned. We then review the application 
work of derivatives in Taiwan.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is issue is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opics. Finally, in the last section we conclude our paper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2.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Derivatives Markets
The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TAIFEX) was established in July 1998, when Taiwan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began trading.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derivatives 
markets have accumulated an abundant amount of data for empirical researchers. We first 
review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futures markets in regards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s prices and cash prices: Issues include assessing futures 

pricing errors versus model prices and analyzing futures spreads relative to cash prices or 
to other contract prices.

2.  The price discovery of futures prices: Issues include analyzing the lead-lag pr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h and futures prices due to the information flows of t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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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issue focuses on how the efficiency of the futures and cash markets might be 
different due to transaction costs and trading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the markets.

3.  The effects of futures trading on the volatility of cash markets: Whether the introduction 
of futures trading has increased or decreased volatility in the cash market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s in the markets.

4.  Inter-markets trading on futures contracts: Topics focus on analyzing the pri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lated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traded on TAIFEX 
and SGX-DT (SEMEX). Another topic looks at the price relationships of Taiwan index 
futures and mini-index futures.

5.  The maturity effect of futures prices: Whether trading volume and volatility increase as 
time approaches the maturity of the futures contracts, due to more information flooding 
into the futures market as the futures contracts mature.

We next revi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options markets with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he implied volatility: Studying whether the Black-Scholes implied volatility in option 

prices has predictive ability for future volatilit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ed volatility and historical or realized volatility.

2.  The implied volatility skew effect: Discussing if there is a U-shape or skew effect of 
Black-Scholes implied volatility in option prices relative to the strike prices, due to the 
non-normal effect being in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 assump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3.  The implied volatility index: The volatility index (VIX) represents the average implied 
volatility calculated from the pri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ptions contracts with different 
exercise prices. This index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expected futures volatility 
on the market.

4.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options: Options as a financial asset should adhere to the general 
capital assets pricing theory,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is non-constant and time-varying. 
The expected return on option prices should cover the associated risk premium.

5.  Other information implicit in options prices: Apart from implied volatility, other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extracted from options prices with appropriate 
pricing models, such as implied (risk-neutral) skewness, kurtosis, or the implied 
distribution, of the underlying returns.

We finally review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trading mechanisms of derivatives 
markets in regards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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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argin system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margin system is crucial for trading in 
derivatives markets, since it can guarantee fluid trading of contra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ncreases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trades. The influence of adopting different margin 
system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empirical studies.

2.  The effects of the trading mechanism: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all auction and 
continuous auction, price limits on cash prices and futures prices, trading tax, short-selling 
constraints, and so on.

3.  Market sentiment and herd behavior in derivatives markets: Using the put-call ratio, open 
interest, trading volume, or VIX as market sentiment variables to investigate the herding 
behavior of traders.

4.  Tra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derivatives markets: The use of intra-day data and 
market microstructure methodology, market trading information such as order imbalance, 
quotation by market makers, institution traders, and the market disclosure mechanism are 
all interesting issues to be investigated.

5.  The effects of market manipulation: Mainly discussing the effects of market manipulation 
by the 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 or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traders.

6.  The foreign currency and interest rate risks: Other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es on OTC 
markets, which include foreign currency and interest rate markets.

3.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bout Derivatives’ Application in Taiwan
Along with the fast growth of derivatives markets, derivatives theories have developed 

along the same path as well. Hence, many practitioners apply relevant theories to resolve 
specific financial issues.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r the pricing 
model of derivatives to other areas such as risk management, employee stock options, real 
options, etc.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pplications derived therein are reviewed as follows.
1.  Risk Management: Many applications focus on exploring how to build up early warning 

signals on credit risk or liquidity risk. These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be created by 
combining market information (i.e., stock prices or CDS spreads)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derivatives.

2.  Employee Stock Options: Employee stock option plans have recently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ncentive program in salary systems or management. The papers we survey 
include related studies about how to price employee stock options or how to evaluate their 
impact on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if an employee stock option system is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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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me Topics about Business Operations on Derivatives Market: The papers studying this 
aspect mainly compare the Adjusted Net Capital measure with the BIS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n order to choose which one is more suitable for internal management. Some other 
studies investigate how to extract information in financial report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good a derivatives dealer is operating.

4.  Real Options: The financial options we have discussed can be extended to assess capit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real assets. The approach known as real options attempts to 
deal with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using the option pricing theory.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for real options, and our surveys are classified in terms of (1) firm value 
evaluation, (2) capital investment appraisal, and (3) assessment of industry policy. Each 
classification involves various methodologies to conduct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real 
options.

5.  Others: In addition to the studies mentioned above, other papers about derivatives’ 
applic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is item. Related topics include the continuous barrier option 
model, the exchange option model to evaluate open market repurchases, delivery option 
pricing, and so on.

4.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s we survey so many papers regarding empirical studies of derivativ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aiwan, we find superior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generated in 
these issu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 of empirical studies, many topics appear quite promising considering that modern 
financial innovations have become quite sophisticated, and high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employed o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e illustrate some issues that have good potential for 
future research, like high frequency trading (HFT), volatility index (VIX), detailed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agents across different markets, and the change in the transaction 
system and its corresponding impacts on  the market and empirical studies under a 
sophisticated theoretical model (e.g., a weather derivatives model or a catastrophic model). 
We believe these issues offer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academic exploration, with the 
end result being that the empirical results can get published in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Looking at derivatives’ applications, we believe that more and more research can be 
generated as derivatives theories are becoming more popular and commonly used in the 
markets. After we survey some published articles in top-tier foreign journals, we believ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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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find some topics worthy of future research. We shall select some of those topics and 
illustrate them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described above. For the topic of risk 
management, more and more studies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Basel III accord, particularly on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For employee stock option 
topics, models considering risk preferences could be promising avenues for research. 
Regarding the issue of business operations, future studies could investigate market efficiency 
following the use of different hypotheses. As far as real options are concerned,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or financial event to implement real options 
methodologies should present great potential. Finally, as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derivative products are introduced into Taiwan’s markets, topics about these newly 
developed derivatives are becoming much more abundant, and related studies should thus be 
very attractive. Hence, investigation on how to select an appropriate issue and conduct a 
meaningful empirical or application study may generate great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on 
a particula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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