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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信用風險模型相關文獻探討 

(一) 鑑別分析 

鑑別分析係指探討分類性反應變量對K個分析性解釋變數之統

計分析模式。鑑別模式之參數估計係應用歸類法則極大化(max λ)，λ

即為鑑別效標，係指鑑別分數之組間變異對組內變異的比值。鑑別

分析預測的是個案的所屬組別，需使用歸類法則。所謂歸類法則係

指以切斷值為標準，與個案的鑑別分數進行比較，以判斷個案之預

測歸類。所謂切斷值為鑑別軸上之某一鑑別分數值，據此可將個案

分為 0與 1 兩組；切斷值是歸類法則的比較標準，亦是組均值的加

權平均，權數為組樣本數。在取得個案的預測歸類後、可進一步將

之與個案的實際歸類相比較，以評估鑑別函數的預測能力。 

Altman (1968)以多變量鑑別分析法並以 1:2 配對方式，選取 1956 年

至 1965 年間破產公司及正常公司共 33 家。逐步篩選出五個最具代

表性的財務比率來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即流動性、獲利力、槓

桿程度、清償力、週轉力五種類別。倘若一企業所算出的 Z分數越

小，則其破產機率越高；Z分數越大，破產機率越低。Z-score 模型

實證上已被廣泛使用，幾乎各個國家都依據此模型，發展出各自適

合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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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量鑑別分析法雖有良好的鑑別能力，但必需符合三項統計假設： 

1. 估計變數需符合常態分配 

2. 共變異數矩陣相同 

3. 變數之間不具有高度線性相關 

因此在應用時，若沒有符合假設條件，可能會造成研究結果出現極

大的偏差。再者，該模型只適用於短期、到第三年即不再適用。 

 

(二)logit和 Probit迴歸模型 

logit和 Probit模型的函數形式如下： 

logit：p = eα+βXk/1+ eα+βXk 

Probit：p= F(α+βXk) =∫-∞α+βXk f(z)dz        

F-1(p)=α+βXk                                             

Ｆ(.)代表 Probit模型的累積分配函數、f(z)為標準常態分配、 

z～N(0 ,1)。Logit和 Probit模型均為屬質迴歸模型， Probit模型假

設事件發生的機率符合標準常態分配，Logit模型則假設事件發生的

機率符合 logistic分配；Logit模型是採用最大概似法來估計迴歸係

數。過去研究指出，當大量的觀測案例集中分佈於兩端時，logit模

型比 Probit模型更為適用(Amemiya, 1981；Liao, 1994)。 

由於鑑別分析必須滿足常態分配的假設條件，然而其常態假設條件

常無法符合。所以晚近學者均採用 logit迴歸模型建立財務危機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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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以解決自變數非常態的問題，而且 logit迴歸模型求得的機率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並且適用於非線性模型。 

Ohlson (1980)選取 1970 年至 1976 年間，105 家財務危機公司與

2058 家正常公司為樣本，採用九種財務比率，並利用 logit迴歸法

與鑑別分析法，建立三年之財務預警模型，其研究發現，規模大小、

財務結構、經營績效及流動性與發生財務危機機率具有高度相關

性。其結果也指出 logit 迴歸分析法比線性鑑別分析法鑑別度更高。 

Lo(1986)以 1975至 1983 年正常公司與財務危機公司各 38家為研究

對象，先以常態性檢定樣本資料是否符合常態分配，再以此決定採

行線性鑑別分析或 Logit分析為違約預測模型。研究結果顯示，若

資料非常態分配時，Logit模型較線性鑑別分析有效。 

 

(三)選擇權評價模式 

依據 Black and Scholes(1973) 與Merton(1974)的選擇權評價模型，

公司舉債經營就如同公司股東持有一買權，其標的資產為公司價

值，履約價格則為負債。當負債到期時，若公司資產價值高於負債(履

約價格)，股東會清償債務，繼續持有公司經營權；若公司資產價值

低於應償還金額，股東則無力償還負債，而會選擇違約；因此公司

破產機率，即是公司資產價值低於負債價值的機率。依 Black-Sc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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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定價理論的觀念可知公司股東權益價值即為該買權到期時的

價值，其報償模式即為買入一個公司資產買權，履約價格為負債價

值。假設某公司之資產價值為 V ，在到期日 T 期後須償還負債 D ，

根據選擇權評價模式，在負債到期時，該公司的權益價值 E 為： 

ET = max{VT - D,0} ……………式(1) 

上式說明了在 T 期時，若公司價值高於債務價值，則股東將選擇償

還債務，因此權益價值為 VT - D ，反之，若公司價值低於債務價值 

時，則股東將選擇違約，宣告破產，因此權益價值為 0。透過

Black-Scholes 模型我們可以導出公司的權益市場價值為： 

E =VN(d1) + e-rTDN(d2) ……………  式(2) 

 

r 為無風險利率 

σv為資產價值的波動度 

N(.) 為標準常態累積分配函數 

另外，其違約機率則如下式所示： 

Pr(VT < D / V0)=∫D0 g(VT / V0)d VT = 1-N(d2)= N(-d2) ………式(3) 

其中， g(.) 為資產價格的機率密度函數，其為對數常態分配形式。  

因此為了計算違約機率，我們必須有以下參數：V、σv 、r、T、D。

其中 r、T、D 為已知，但是公司資產價值V 與資產價值的波動性σv 均



 
                                                                              

                                                                  14 
 
 

未知，並且無法直接觀察得知，且由於在財務報表中，資產價值多為

歷史成本，與目前的市場價值有所差異，所以公司資產價值無法以 

財務報表中之資產帳面價值來計算，而必須以估計的方式得出。 

Merton(1974)利用股價資料計算出權益價值 E 和權益變動 σE ，再

以 Ito’s lemma 探討資產變異與股價變異的關係，求得 V 與 σv ，進

而求算公司的違約機率。 

我們還可進一步以選擇權評價模式為基礎算出違約距離(distance to 

default, DD)，違約距離表示資產與負債的接近程度，此數字愈大則

代表資產的價值距離負債愈遠，則公司違約的機率即愈小。 

DD = (VT -D)/(VT×σv) 

然而選擇權評價模型的缺點為： 

1. 因選擇權評價模型以股票報酬率標準差推算資產報酬率標準

差，因此模型推算出的資產價值標準差有高估的現象 

2. 此模型對於沒有上市櫃的公司無法使用 

3. 有些上市櫃公司經營者擅長炒作股價，若公司股價涉及人為操

縱，則無法反應公司的真實價值。  

(四)類神經網路 

近年來，信用評等之研究除傳統統計方法外，尚有類神經網路(neural 

network)，其模型是模擬人類大腦思考的方式建構出來的人工智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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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它是藉由學習訓練範例的過程，來找出輸入變數與輸出變數間

關係，並建構出預測模型，因此類神經網路是一種模擬人腦神經系

統所發展出來的資訊處理技術，是一種可用來分類及預測的網路計

算結構。但其模型運作時是黑箱作業，無法得知其運作方式且缺乏

統計理論基礎，故在此不多加描述。 

 

第二節 公司治理與信用風險相關文獻探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定義公司治理為：規範企業之管

理階層、董事會、股東與其他利害關係人間關係的架構，公司治理

也提供達成公司目標的組織架構與監督機制。 

許士軍教授定義公司治理係指公司股東直接或間接對公司經營

者監督與評估其表現的行為，透過各種獎勵與監督的機制，使其利

益與股東一致，以解決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分離後的利益衝突問

題，並策劃公司與其他利害關係人、市場及公權力之互動。 

    中華公司治理協會定義公司治理係一種指導及管理並落實公司

經營者責任的機制與過程，在兼顧其他利害關係人利益下，藉由加

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權益。 

Jensen & Meckling（1976）提出了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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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持股比率愈高，則其對公司所做的不當行為所造成的後果必

須自行承擔，故其於制定決策前會考慮到股東價值極大化，進而提

升公司價值。也就是說，若董監事的財富和公司營運狀況息息相關，

董監事的自身利益與公司利益合而為一的情況下，董監事會盡力去

監督管理當局之行為，管理階層較不易從事有害公司之事，而致力

於提高公司之績效。故若公司股權分散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

若管理者的持股比率低，管理者就有動機為了本身效用極大，利用

其管理職權進行某些不利於公司的行為，使公司的價值降低。 

Fama(1980)認為現代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將產生代理問

題。管理當局在追求自利的動機下，可能做出傷害公司及股東的行

為。 

柯承恩(2001)研究指出，台灣上市公司 1997 年以來所發生負責

人挪用公司資金進行股價護盤、利益輸送等情形，以致於公司發生

財務危機，使投資人及金融機構皆受到重大損失，這些問題顯示出

我國公司治理體系存在重大的結構性缺失。 

鍾俊文、陳漢沖(2004)也指出董監事利用公司股票質押進行融

資，一旦董監事面臨資金壓力，公司被掏空的可能性亦增加；董監

持股比率與企業違約機率呈反向顯著關係；董監質押比率則與企業

違約機率呈正向關係，且上市櫃公司的違約機率高於公開發行公



 
                                                                              

                                                                  17 
 
 

司，顯示上市櫃公司代理問題較為嚴重，其可能原因如下： 

1. 上市櫃公司董監事持股比率較低 

2. 上市櫃公司董監事質押比率較高 

3. 上市櫃公司交叉持股問題嚴重 

4. 上市櫃公司透過員工分紅配股，較易操縱損益表，膨脹獲利 

葉銀華(2005)根據其多年研究結果，提出衡量控制股東誠信與公

司治理的十大事前指標： 

1. 控制股東持股比率下降 

2. 董事會趨於內部化 

3. 大股東及機構投資者持續出脫股票 

4. 董監事及財務主管有多人辭職與經常更換會計師 

5. 長期投資過多且設立許多投資公司與複雜海外轉投資 

6. 大股東與董監事股票質押、或有過度介入股市的傾向 

7. 頻頻調降財測 

8. 管理當局激進認列營收的傾向 

9. 過高的員工分紅配股。 

    葉銀華(2005)也指出，當公司存在許多重大且異常的關係人交

易時，極可能成為控制股東利益輸送與掏空公司的管道。公司可利

用許多非常規交易的手法，例如低價拋售存貨予關係企業、向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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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購買原物料款項已支付但實際上並無進貨，利用預付貨款科目挪

移資金至子公司帳戶等假交易去掏空公司資產。其研究利用關係人

交易的兩個指標，即關係人銷貨依存度、關係人進貨依存度，來衡

量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 

 

第三節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Basel )Ⅱ 及其對信用風險的評估 

Basel  Ⅱ 將於 2007 年全球開始實施，隨著金融國際化及自由

化，銀行除了經營傳統的放款業務外，亦跨入其他金融領域。新巴

賽爾資本協定對於風險性資產的計算亦做了大幅修正。 

(一)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之主要修訂內容包括： 

1. 採用外部信用評等機構信用評等結果計算信用風險以決定

適用之風險權數，另外亦允許金融機構以內部信用評等系

統評估風險性資產的信用風險權數，以充分反映銀行風險

性資產之最低資本適足率要求。 

2. 增加監理機關覆核程序及市場制約機能，以免銀行濫用內

部信用評等系統。 

3. 將作業風險納入計算資產之風險權數。 

(二)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對銀行資本比率之訂定基於三大支柱： 

1. 最低資本需求--充分反映銀行所承受風險資產之最低資本



 
                                                                              

                                                                  19 
 
 

適足率的要求。 

2. 監理審查程序--金融監理機關的審查其目的在確保銀行維

持適當資本，以因應其業務可能發生的所有風險，並鼓勵

銀行發展更好的風險管理技術以監督及管理風險。因此，

金融監理機關應要求銀行維持高於最低標準之資本水準，

且透過查核及早期導正措施，確保銀行採行穩健之內部作

業程序，並確實依其暴險程度計提足夠資本。 

3. 市場制約機能--市場紀律或資訊揭露，旨在補充最低資本

要求（第一支柱）及監理審核程序（第二支柱）之不足。

此係要求銀行能公開或定期公布其財務與業務的相關資

訊。銀行應公開的資訊包括新巴賽爾資本協定的適用範

圍、銀行的資本結構、風險暴露與評估、資本適足性等四

大類資訊。 

在第一支柱方面，潘雅慧(2004)建議進行全面性量化評估、儘早擬

訂監理機關裁量項目、實地瞭解銀行準備狀況、鼓勵銀行建立本身

資料庫、建立全國信用資料庫與風險指標。 

在第二支柱方面，監理審查程序有四大原則： 

原則一：銀行應針對本身之風險概況使用能評估該銀行全面資本適

足性的程序，及能維持資本水準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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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主管機關應對銀行內部資本適足性評估與策略以及銀行內

部自行監督並遵守法定資本比率之能力進行審查與評

估。主管機關對於審查結果如果不滿意就應採取適度之監

理措施。 

原則三：監理機關應該是期盼銀行能維持在最低法定資本比率以上

水準營運，且監理機關必須有能力要求銀行在最低法定資

本比率以上資本水準營運。 

原則四：監理機關應儘早進行必要干預，以免銀行資本水準低於因

應該銀行風險特質所需之最低標準比率，且對於銀行資本

不能維持或回補到標準水準者，必須採取立即之行政補救

措施。 

第三支柱方面主要是資訊公開(包括質量化資訊與數量化資訊)，潘

雅慧(2004)建議採兩層次揭露方式，並應定期評估銀行揭露情形。

此外，銀行資訊系統是否能產生所要求揭露的資訊，亦是一大問

題。監理機關應深入瞭解銀行現行風險管理資訊系統可產生揭露資

訊之內容，並評估銀行現行風險管理資訊系統可產生的資訊揭露內

容與新巴賽爾資本協定規定之差距，做為擬定公開揭露政策之參

考。 

 



 
                                                                              

                                                                  21 
 
 

圖 2.3-1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三大支柱及資本計提方法 

 

資料來源：潘雅慧，「新巴賽爾資本協定與我國因應之道」，中央銀行季刊第二

十六卷第二期  

 

此外，潘雅慧(2004)亦建議監理機關，在涉及法規增修部分應及早

規劃修法時程。由於大部分風險模型內容相當複雜，涉及許多數理

統計公式，對多數監理人員來說相當艱澀難懂，為加強監理人員風

險管理專業查核能力，針對風控審查的專業技術，建議監理機關成

立風險模型評估小組，由具專業知識及檢查經驗之監理人員組成，

亦可邀請外部專家參與，透過研究風險模型方法論及各風險因子量

化，研擬 IRB 法核准標準及監督準則。 

(三) 信用風險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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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是指貸款本息未如期獲得十足償還而產生的損失，新巴賽

爾資本協定沿用舊版規定，即資本適足率應至少達到 8%。其計算

公式如下：                      

資本適足率＝自有資本／［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市場風險應

計提之資本 + 作業風險應計提之資本) x 12.5］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規定，應計提之信用風險「最低資本」其評估方

法有三種： 

1. 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 SA）： 

鼓勵採用外部信用評等機構如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 

Corp）、穆迪（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惠譽(Fitch)等之評等

為基準，對主權、金融機構及公司的授信設定風險權數，從而計

算出風險加權之資產總額。但在使用信用評等機構信用評等時，

監理機關應按六項標準，即客觀性(Objectivity)、獨立性

(Independence)、國際接受度及透明化(International 

access/Transparency)、公開揭露(Disclosure)、具充分資源

(Resources)以及公信力(Credibility)，評估各信用評等機構的品

質，以決定各家信用評等機構之信評結果可否供作決定風險權數

之用。監理機關有責任將外部信用評等機構之信評等級安插到標

準風險權值架構中，即決定每一項風險等級所對應之風險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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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等級配置程序應具備客觀性，且配置後的各風險權值應能反

映各級信用風險程度並涵蓋所有風險類別。 

另外，銀行不應任意變更選用之外部信用評等機構。銀行應至少

每年按債權類別公布一次所選擇用來配置各類債權風險權值之

外部信用評等機構名單(可能不只一家)、主管機關裁定的風險配

置程序以及使用多家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情況下各家機構之

資料所配置之風險性資產權值占全部風險性資產的比重。 

再者，對於有抵押品及擔保之貸款、衍生性金融商品、證券化資

產等，銀行得使用沖抵方法降低信用風險，用調整後新的風險權

數計提資本。 

 
2. 基礎內部信用評等法（Foundation Internal   Rating-based 

Approach, IRB）： 

就標準法而言，新協定除了允許銀行採用外部信用評等機構之

評等結果決定風險權數外，亦允許銀行使用風險控管技術，例

如透過避險工具進行避險，以及資產證券化等方式來降低信用

風險，並享有較低之風險權數。然而對於國內的銀行而言，此

方面技術尚待加強。若銀行業欲降低信用風險的資本計提，基

礎內部評等法(IRB)可能會是一個不錯的選擇。為了獲准使用內

部評等法，銀行必須向主管機關展示該銀行從開始已經符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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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而且將持續維持下去。這就是適用內部評等法的最低

要求，否則銀行將不准使用內部評等法。 

然而 IRB法的執行也存在技術上的困難。從求算貸款者違約機

率(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而言，不論是基礎法或進階法，銀

行業都必須提出 PD 的計算標準，以說服主管機關相信該銀行

有能力利用 IRB法進行信用風險資本計提。銀行可對客戶進行

信用評等，按其貸款風險大小，計算每一借款人之倒帳機率

（PD），但違約損失率（LGD）、違約暴險額（EAD）等風險因

子則以主管機關公佈者為準，使用 IRB法進行信用風險資本計

提需遵守嚴格的方法與揭露標準，以計算銀行貸款損失及信用

風險性資產。 

3. 進階內部信用評等法（Advanced Internal Rating-based 

Approach）： 

自行建立風險控管模型估計相關風險因子，並考慮相關資訊，

以計算資本需求。基礎內部評等法與進階內部評等法皆須受監

理機構管理，並遵循一套嚴格方法與揭露標準，而透過進階內

部評等法，銀行的風險權數範圍將比標準法來的大，也會產生

較強的風險敏感度。若銀行採用基礎內部評等法，僅須自行估

算違約機率（PD），其它參數則依監理機關所訂定之數據代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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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若使用進階內部信用評等法，則所有參數均需自行估計。 

 

銀行實施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的流程如下： 

1. 進行量化與差異分析，找出具有風險鑑別能力的變數。 

2. 挑選出變數後以統計模型法，配合產業研究分析或是專家建議

建立信用評等系統。 

3. 進行信用評等系統測試，並定期追蹤。 

4. 回饋異常指標給策略訂定主管、風控主管以及審查人員參考。 

5. 建立信用評等系統的內部訓練機制。 

 

第四節  文獻回顧對本研究的意涵 

過去文獻研究信用風險模型常用的模式如鑑別分析法和選擇權

評價模式，均需假設樣本資料符合常態分配，但實際上樣本資料不

一定符合常態分配，而本研究採取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不需假設

樣本資料必須符合常態分配，且適用於非線性模型，這是該模型應

用上一個很好的特性。而選擇權評價模式必須要有上市櫃的公司股

票市價以及股票報酬率波動度資料，對於未上市櫃的公司無法使用

此模型也是其主要缺點之一；除此之外，台灣股市屬淺碟型市場，

公司股價容易受到有心人士的操縱，則股價將完全無法反應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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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價值。 

關於變數選取方面，本研究財務變數選用 Altman(1983)針對無

股價資料的未上市櫃公司，所整理出五個最具代表性的財務比率變

數，並以規模為控制變數。 

在公司治理變數方面，過去文獻最被廣為探討的董監持股比率

與董監質押比率均被納入模型中。葉銀華(2005)的研究中也指出，

台灣家族企業興盛，交叉持股盛行。故關係人交易應為台灣企業公

司治理一個重要的參考指標，本研究以關係人銷貨依存度代表之。

若關係人銷貨之比重過高，報表使用者就要思考是否有塞貨虛灌營

業收入之嫌疑。另外關於獨立董監事，很多企業喜歡以設立獨立董

監事來代表其公司治理的成效，但獨立董監事之選任即使合乎法令

規定，仍無法保證其與管理階層所存在的其他關係不會影響其獨立

性，例如師生、同學、朋友關係等，況且大股東邀請熟識的人來擔

任獨立董監事乃人之常情，這些都是造成獨立董監事不獨立的原

因。而且有些企業的獨立董監事薪酬不高、責任卻重，致使獨立董

監事沒有誘因專心投入監督一家公司，甚至讓獨立董監事成了橡皮

圖章；也有很多企業喜歡找學者擔任獨立董監事，有些學者擔任獨

立董監事反而成了不肖經營者欺瞞股東的擋箭牌，害了社會大眾，

也誤了學者的清譽。由此可知，實施外部獨立董事制度不是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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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上軌道的萬靈丹，有很大的因素還是決定於經營團隊的心態。

因為法令不能要求公司去聘用或不聘用特定人來監督經營團隊，因

此若有心掏空企業的經營者一定會想盡辦法規避獨立董監事的監

督。故本研究並未將是否設立獨立董監事納入公司治理變數之一。 

再者，「證券交易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民國 94 年 12月 20

日三讀通過，其修正重點包括：規範會計主管之專業能力以及加重

會計師財務報表編製不實之責任。過去文獻研究指出，企業突然更

換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公司內部財務人員離職率過高，這些也是鑑

別公司是否發生財務危機的重要指標。本研究未納入這些變數的原

因是因為當這些事件發生並被媒體揭露時，公司通常很快(不到一年)

就爆發財務危機，銀行可以因應的時間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