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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及探討 

第一節  風險值的定義與介紹 

一、風險值的定義 

Jorion(1997)對風險值(Value-at-Risk)，簡稱 VaR，定義為「在一特定目標期

間(t)之內，在既定的信賴水準下( β )，當市場發生不利變動時，預期潛在最大損

失之金額估計值。」，用數學式表達如下： 

( ) β∆ −=−≤ 1VaRWPr                                           (2.1) 

其中， W∆ ：投資組合損益，正值代表收益，負值代表損失。 

β：信賴水準，介於 0~1之間。 

VaR亦有其他更正式的定義方式。假設投資組合內有 n種資產，決定向量

(decision vector)x代表投資組合內各種資產的權重 ( )nx,,xx L1= ，x可從 nℜ 空間的

次集合(subset)X中抽取，X為可行的各種投資組合方式集合。隨機向量 y代表

不確定性， ky ℜ∈ 表示未來在 kℜ 空間上有 k種不確定狀況。則隨機變數 ( )y,xf 代

表某一權重組合 x的投資組合在 y未來不確定情境下的損失，若 ( )y,xf 為負值則

代表投資組合有正報酬。對於任何一組投資組合 x，未來所有不確定情況會形成

一個損失分配，定義為 ( )yp 。則對任一投資組合 x，在未來投資組合損失 ( )y,xf 不

超過任一界線值α 的累積機率可以表示為 ( )αψ ,x ： 

( ) ( )
( )
∫

≤

=
α

αΨ
y,xf

dyyp,x                                             (2.2) 

利用投資組合損失的累積機率 ( )αΨ ,x ，投資組合 x在 β信賴水準的風險值則

可定義為，使得投資組合損失小於等於某數的累積機率大於等於 β的最小數值，

以數學式表達如下： 

( ) ( ){ }βαΨαα β ≥ℜ∈= ,x:minx                                     (2.3) 

    此時投資組合的損失分配 ( )yp 若為連續分配，即 ( )αΨ ,x 對α 到處連續，沒有

機率跳躍的情形發生，則風險值 ( )xβα 就是使得 ( ) βαΨ =,x 的α 區間左端點。投資

組合損失 ( )yp 若為間斷分配，累積機率函數就會發生機率跳躍的情形，則此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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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y不確定情況大小為 J，則對任一投資組合 x的損失為 ( )jj y,xfL = ， Jj L1= ，

而且投資組合 x的損失形成大小順序 JLLL ≤≤≤ L21 ，則依(2.3)式的定義，則風

險值 ( )xβα 為 kL ， { }β≥= J/k:kmink 。如 J=250， β =0.95，則 k=238。 

另外，VaR因為與原始投資組合價值的比較方式不同，而有兩種形式，一為

相對 VaR(relative VaR)，另一種是絕對 VaR(absolute VaR)。首先假設投資組合的

預期報酬與報酬波動性分別為 µ與σ 。期初財富 0W 投資於投資組合，投資組合

實際投資報酬為 pR ，則期末財富價值為 ( )pt RWW += 10 ，投資組合因市場風險而

有 ( )β−1 的機率損失超過統計上的投資組合價值臨界值則為 ( )*RW*W += 10 。依以

上觀念，相對 VaR被定義為相對於投資組合預期報酬 µ的金錢損失，以數學式

表達如下： 

( ) ( ) ( )µ−−=−= *RW*WWErelativeVaR 0                              (2.4) 

另外一方面，絕對 VaR則被定義為相對於零的金錢損失，其計算與投資組

合期望報酬無關。以數學式表示： 

( ) *RW*WWabsoluteVaR 00 −=−=                                  (2.5) 

假設期初財富 0W 為 1，相對 VaR與絕對 VaR的觀念可以簡單以圖(2.1)表示： 

 
圖(2.1) 相對 VaR與絕對 VaR示意圖 

 

絕對 VaR 

1- β  
     µ    0        VaR 損失 獲利 

相對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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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假如投資組合持有期間短的話，預期報酬較小，此時相對 VaR與

絕對 VaR兩種風險值會有相似的結果。但如果不是該種情況時，投資組合應當

賺取的預期報酬在長時間下便不可忽視，所以使用相對 VaR在觀念上會比絕對

VaR來的適當。 

 

 

二、風險值的源起 

風險值目前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風險控管工具，同時也是下方風險的衡量指

標。風險值的興起最早可源自於 1952年 Roy所提出供作投資組合選擇的安全優

先觀念(safety first criterion)。Roy認為最適投資組合，是在選擇極小化投資組合

報酬低於投資者設定最低要求報酬的機率，以數學式表達為： 

( )LP RRPrMin <                                               (2.6) 

其中， PR ：投資組合報酬率。   

LR ：投資者設定最小要求報酬率。 

Roy提出上述觀念，為下方風險的發展立下基石。後來 1989年，Leibowitz

和 Henriksson提出最小要求報酬限制(shortfall constrain)的概念，使用以信賴區間

為主的風險(confidence-based risk)，風險值才逐漸成型。 

上述為風險值在學術上的源起，但風險值的興起仍有許多其他實務上原因。

Hull and White(1998)認為風險值之所以會成為一種熱門的風險管理工具原因有

三。第一是 1994年 J.P. Morgan公開了「RiskMetrics」風險管理系統的技術文件，

讓市場所有參與者免費使用「RiskMetrics」所提供的資料庫，VaR乃開始引起學

術界的關注。第二是廣泛報導的衍生性商品操作失利案件，例如加州橘郡事件

(Orange County，1994)、霸菱事件(Barings，1995)等，突顯?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第三是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決定以風險值來計算銀行的資本適足率，更使得金融

機構大量使用 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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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 1993年「30人群組」(Group of Thirty,G30)便提出報告，建議 VaR

模型給所有銀行使用，來衡量衍生性商品部位的風險，成為 VaR首具代表性的

引用。後來 1996年，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要求銀行設定一個依照市場風險內部模型(internal model)的資本要求

(capital requirement )。其讓銀行有自己的模型選擇，但將其限制在某個嚴厲的準

則下。BCBS對銀行提出 VaR風險管理的建議後，VaR便在實務界聲名大噪。

所以立法機構擬定法令以 VaR來限制機構的交易行為，實為 VaR風行的最大推

手。 

 

 

三、風險值的估計方法 

風險值 VaR提供了量化下方風險的方法，其估計方法一般主要有三種，分

別為變異數- 共變異數法(variance-covariance approach)、歷史模擬法(historical 

simulation approach)和蒙地卡羅模擬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 approach)，分別介

紹如下。 

 

(一) 變異數- 共變異數法(variance-covariance approach) 

變異數- 共變異數法假設資產報酬分配為常態分配，且資產的價格變化與市

場變數變動的關係為線性函數。在常態分配的假設下，由於投資組合是常態變數

的線性組合，因此投資組合報酬仍為常態變數。所以 VaR的估計步驟為，利用

投資組合內各資產的歷史交易資料估計? 各資產常態報酬分配的兩個參數- 平

均數和標準差，與各資產報酬間的共變異數。再利用各資產的共變異數矩陣乘上

投資組合內各資產權重得到投資組合的變異數，最後依照標準常態分配統計的概

念，使用投資組合標準差乘上 β信賴水準下的標準常態值 βz 即為估計的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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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投資組合包含 n種資產，其個別資產權重為 ix ，個別資產報酬率為 iy ，

( )iii ,N~y σµ ， n,,,i L21= ， ( ) ijji y,ycov σ= ，當 ji ≠ 時。則投資組合期望報酬率與變

異數為： 

µµµ T
n

i
iip xx == ∑

=1

                                            (2.7) 

∑∑ ∑ ∑ =+=
= = ≠=

x'xxxx
n

i

n

i

n

ji,j
ijjiiip

1 1 1

222 σσσ                              (2.8) 

其中， ∑：表示變異數- 共變異數矩陣。 

假設投資組合的初始價值為 0W 。在給定一個信賴水準 β下，如 95%的信賴

水準時， 6451.z =β ，投資組合的風險值則為 0Wz pσβ 。 

 

(二) 歷史模擬法(historical simulation approach) 

歷史模擬法假設過去的歷史情況在未來會重複出現，所以利用過去資產的實

際價格資料來推估未來資產價格可能變動的情形。歷史模擬法以投資組合過去一

段時間報酬率損失所形成的分配，取其 β信賴水準的百分位數，乘上期初投資價

值 0W 即為 VaR估計值。 

假設投資組合包含 n項資產，首先計算出個別資產的歷史報酬資料。令 ( )tSi

表示第 i項資產在時間 t的價格，則第 i項資產在時間 t的報酬為

( ) ( ) ( )[ ] ( )11 −−−= tS/tStSty iiii ，如此可求? 個別資產i的歷史報酬資料。再依各項資

產在投資組合中的權重予以加權，得到投資組合在時間 t的報酬率為：            

( ) yxtyxR T
n

i
ii

t
p == ∑

=1

                                          (2.9) 

最後將投資組合的報酬率由大至小排列(負多為小)，即描繪? 投資組合報酬

率損失分配，找出 β信賴水準對應的百分位數，乘上期初投資 0W 取絕對值即可

求得投資組合的估計 VaR。例如有 250筆由大至小排列的投資組合報酬率資料，

95%的信賴水準應取第 238筆報酬率乘上 0W 取絕對值，即為風險值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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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地卡羅模擬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 approach) 

蒙地卡羅模擬法的觀念是在於利用投資組合中標的資產的波動性、相關性估

計及報酬的隨機過程，大量隨機模擬產生一段時間後不同的情境或資產價格路徑

(price path)，經過不斷重複的模擬，當模擬的次數累積夠多時，可得到模擬的資

產報酬率損失分配。因此就可以利用該分配 β信賴水準對應的百分位數，乘上期

初投資組合價值取絕對值，即得到估計的 VaR。 

假設投資組合有 n種資產，且資產的股價動態成長過程服從幾何布朗尼運動

(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 

( ) ( ) ( )[ ]iii wtt.r
ii etStS ∆σ∆σ +−=+

2501 ， n,,,i L21= 。                        (2.10) 

故利用各資產目前股價 ( )tSi 、無風險利率 r、至下一期時間長度 t∆ ，以及由

歷史資料估計得到的各資產波動度 iσ 與隨機亂數 iw 1，代入公式(2.10)即可模擬各

資產下一期股價 ( )1+tSi ，進而得到模擬的各資產報酬率。再依各項資產在投資組

合中的權重予以加權，得到投資組合在時間 t+1的報酬率。最後依序將投資組合

報酬率由大至小排序 (負多為小)，描繪? 投資組合報酬率損失分配，找出 β信賴

水準對應的百分位數，乘上期初財富 0W 取絕對值即可求? 投資組合的VaR。 

                                                 
1 欲產生 n個相關常態亂數 ( )nW,,WW L1= ，期望值 0，變異數1。可利用相關係數矩陣Σ( nn×
矩陣)，一獨立常態亂數向量Z( 1×n )及一矩陣A( nn× 矩陣)使得 W=AZ，則

( ) ( ) ( ) TTTT AAAAZZEWWEWVII ====∑=∑ ，由於Σ為正定矩陣且對稱，故可用Cholesky 
Decomposition分解上式。分解之後得到A為一下三角矩陣(lower triangular matrix)。再將
由不相關常態分配中抽取出來的Z向量乘上由相關係數矩陣分解得到的A矩陣，即可得到相關的
常態亂數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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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種估計 VaR方法綜合比較 

表(2.1) VaR估計方法整理比較表 

 變異數-共變異數法  歷史模擬法 蒙地卡羅模擬法 

評價方法 
部分評價方法 

(local valuation) 

完全評價方法 

(full valuation) 

完全評價方法 

(full valuation) 

分配假設 
報酬為常態分配 
有母數方法 

以實際分配為主 
無母數方法 

自由選擇適合分配 
有母數方法 

是否可評價

非線性商品 
會產生偏誤 可以 可以 

捕捉極端 
損失情況 

不易，極端損失部分不

一定符合常態分配 
可以 

可以，須有特定的厚尾

分配才行 

計算速度 佳 尚可 不易 

模型風險

(model risk) 
有 無 有 

風險值估計

精確性 
佳 視窗太短較不精確 模擬多次較好 

主要優點 

1.計算方法簡單快速。 
2.適合計算線性資產。 

1.計算簡單。 
2.不需假設資產報酬
分配。 

3.無須考慮波動度與
相關性問題。 

4.可用來估計非線性
商品。 

1.非常有彈性。 
2.可以估計非線性與
非常態資產的風險

值。 

主要缺點 

1.資產報酬具胖尾特
徵時會有偏誤。 

2.處理非線性商品會
有誤差。 

1.假設過去未來完全
相依(complete 
dependence)。 

2.歷史交易資料可能
不足。 

3.歷史窗口不易決定
時間長度。 

4.不易作情境分析。 

1.電腦成本高。 
2.不夠直覺難以解釋。 
3.需要假設隨機過
程，模型估計錯誤的

風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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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條件風險值的定義與介紹  

一、條件風險值的定義 

    條件風險值(Conditional VaR)，簡稱 CVaR，又稱尾部風險值(Tail VaR)、期

望差額(Mean Shortfall)或平均超額損失(Mean Excess Loss)2。若 VaR以(2.3)式

( ) ( ){ }βαΨαα β ≥ℜ∈= ,x:minx 定義，則 CVaR可用數學式定義： 

 

( ) ( ) ( ) ( )
( ) ( )

∫
≥

−−=
xy,xf

dyypy,xfx
βα

β βφ 11                                  (2.11) 

其中， β：信賴水準，介於 0~1之間。 

( )y,xf ：投資組合 x在 y不確定情況下的損失。 

( )yp ：投資組合損失機率分配。 

( )αΨ ,x ：投資組合損失 ( )y,xf 小於α 的累積機率。 

 

由於投資組合損失 ( )y,xf 大於風險值 ( )xβα 的機率等於 β−1 ，所以條件風險值

是指「在給定損失超過 VaR水準下的損失條件期望值。」。如圖(2.2)所示： 

 

圖(2.2) 條件風險值示意圖 

                                                 
2 當報酬分配為連續(continuous)分配時，四者代表意義無差異。但在報酬為離散(discrete)
分配時，條件風險值、期望差額與尾部風險值代表的意義則不同。詳細定義請參照Rockafellar 
and Uryasev (2002). 

1-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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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2.2)中損失分配呈現厚尾、高峰的分配型態，此時 VaR僅僅考慮了損

失分配損失的機率，無法分辨超過 VaR的損失金額大小。所以 VaR便不能適當

地衡量下方風險。但 CVaR除了考慮發生極端事件的次數(機率)，同時也考慮了

極端事件的大小(條件風險值為超過 VaR的損失條件期望值)。所以 CVaR可以解

決 Artzer and et al.(1999)舉證的 VaR兩個缺點之一，即資產損失的尾部風險。也

就是 VaR只衡量了獲利- 損失分配的機率，忽略了 VaR水準之外的損失問題。 

另外，由以上條件風險值數學定義(2.11)與圖(2.2)來看，CVaR大於等於

VaR， ( ) ( )xx ββ αϕ ≥ ，所以 CVaR其實為 VaR的上界(upper bound)。因此可以推

論使用 CVaR的風險管理策略會比使用 VaR當作風險衡量指標的風險管理策略

來的保守。這主要是因為風險管理本來就有成本的概念，如果 CVaR的值比 VaR

大，也意謂著 CVaR所提撥的風險成本比 VaR大，但是 CVaR仍有許多 VaR所

沒有的優點，本篇論文會在下面章節加以介紹。 

 

二、條件風險值具有凸性(convex) 

CVaR具有凸性，可用數學式表示： 

( )( )21 1 xx λλφβ −+ ( ) ( ) ( )21 1 xx ββ φλλφ −+≤                           (2.12) 

其中，λ：介於 0~1之間的任何數。               

CVaR凸性的特質在最適化過程中消除了區域極小(local minimum)與全部極

小(global minimum)不同的可能性。故極小 CVaR的投資組合可以使用電腦有效

率地求得。反觀 VaR，Mauser and Rosen(1998)的研究顯示，在有限的情境下，

VaR不是一個好的投資組合部位函數，不平滑、不具凸性，而且會出現多重極端

值(multiple local minima)，如此會阻礙最適部位組合的決定3，導致無法有效率的

求得極小 VaR的投資組合。CVaR與 VaR的投資組合部位函數可以圖(2.3)表示： 

 

                                                 
3 CVaR的凸性與 VaR的不具凸性證明於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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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CVaR與 VaR投資組合部位函數示意圖 

由圖(2.3)，可以清楚地觀察到 CVaR的凸性特質與 VaR有部分極小與全部

極小不同的情形，所以 CVaR在實際應用上較 VaR容易達到投資組合最適化。 

 

三、條件風險值是具連貫性的(coherent)風險衡量指標 

    Artzer and et al.(1999)提出了四個用來作為資本適足目的的風險衡量指標特

質。定義 A表示資產 A的未來資產損失，B表示資產 B的未來資產損失，則具

有連貫性的風險衡量指標 ρ給予每個資產未來損失一個數值 ( )⋅ρ 具有以下特性：。 

(一)單一性(monotonous) 

假如 A在未來每一個情境下皆小於等於 B， 

( ) ( )BA ρρ ≤⇒  

⇒假如一個資產未來損失 A確定小於另一個資產未來損失 B,則其以風險衡

量指標 ρ衡量的風險 ( )Aρ 也會小於 ( )Bρ 。 

(二)次可加性(sub-additive) 

    對於所有的隨機資產損失 A與 B， 

    ( ) ( ) ( )BABA ρρρ +≤+⇒  

    ⇒兩個資產合併損失相加，以風險衡量指標 ρ衡量的風險並不會大於其資產

損失分別獨立以風險衡量指標 ρ衡量的風險和。換句話說，若加入另一個

風險標的，並不會使其增加總風險。 

某資產部位 

投
資
組
合
風
險
值 

CVaR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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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同質性(positively homogeneous) 

   對於所有隨機資產損失 A，且 0≥h ， 

   ( ) ( )AhhA ρρ =⇒  

   ⇒增加 h倍資產損失，同時也會使其以風險衡量指標 ρ衡量的風險擴大 h倍。 

(四)轉換不變量性(translation invariant) 

   對於所有的隨機資產損失 A與常數 c， 

   ( ) ( ) cAcA +=+⇒ ρρ  

⇒增加 c單位至資產損失，其以風險衡量指標 ρ衡量的風險應該也會同時增

加 c單位。 

 

投資組合之風險分散效果始終是財務理論之重要課題，但 Artzer and et 

al.(1999)在文章中舉證了 VaR的另一個缺點︰VaR本身並不符合次可加性的特

質，意即表示 VaR並沒有分散投資組合風險的特質，因此增加新資產部位反而

有可能會增加投資組合風險值。例如，當兩個 VaR為零的資產組成投資組合，

會得到一個 VaR大於零的投資組合。 

由於 VaR不具次可加性，故 VaR並不是一個具連貫性的風險衡量指標。另

外 Pflug(2000)則證明了條件風險值是一個具有次可加性且具連貫性的風險衡量

指標。故分散投資組合資產可以降低投資組合的 CVaR，但卻不一定能降低投資

組合的 VaR。所以作為風險衡量指標，CVaR較 VaR有優良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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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值與條件風險值的比較 

表(2.2) VaR與 CVaR比較表 

 VaR CVaR 

表示方法  以單一金額表示 以單一金額表示 

衡量風險 
下方風險(相對於變異數不容易
受到高報酬的影響) 

下方風險(相對於變異數不容易
受到高報酬的影響) 

非線性資產與非對

稱損失資產的應用 
可以 可以 

回溯測試 

(back testing) 
很容易適用 不容易使用 

適用性 
已經是標準的風險衡量方法， 
並有充分系統與軟體支援分析。 

尚在發展中 

尾部風險 未衡量 VaR之後的損失 
考量 VaR之外的損失大小， 
較 VaR保守 

凸性 

(convex) 
對資產部位不具凸性 對資產部位具有凸性 

次可加性

(sub-additive) 

沒有，資產組合分散有可能會 
增加風險 

有 

連貫性(coherency) 不具連貫性 具連貫性 

常態分配的最佳化 
與MV模型有相同的最適化 
結果 

與MV模型有相同的最適化 
結果 

非常態分配最適化 VaR有許多極端值，最適化困難 
使用線性規劃方法可以很有效

率地達到最佳化 

 

由表(2.2)整理比較，可以了解除了在 CVaR有效回溯測試方法尚未建立外，

許多地方 CVaR是優於 VaR的。但是雖然 VaR存在不少問題，在財務領域當中，

VaR仍是一個標準的風險衡量指標。因此實務上，可以同時計算 VaR與 CVaR

兩種風險指標，再由風險管理者就其市場經驗及對模型之瞭解交互參考運用，藉

CVaR的優點來截長補短，以達到風險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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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投資組合理論相關文獻探討 

一、傳統Mean-Variance 模型 

早在 1952年時，Markowitz便提出投資組合平均- 變異數的模型架構，導?

效率前緣(Efficient Frontier)，進而建立一套效率投資組合的選取系統。在此之

前，一般的投資決策在追求最大的未來報酬現值時，並不考慮投資風險；至

Markowitz乃將風險以標準差量化，其規劃效率投資組合的假設如下： 

1. 假設有 n項資產，沒有無風險資產，所有的資產價格都是外生給定，投

資人都是價格接受者，沒有影響價格的能力。 

2. 投資人為風險驅避者，其投資行為偏好較高報酬與較低風險的投資，故

在同一風險水準下，投資者希望期望報酬率越大越好；在同一期望報酬

率下，投資者希望風險越小越好。 

3. 資產報酬率呈現常態分配，依報酬平均數與變異數尋找最適投資組合。 

4. 市場為完全市場，無?、無交易成本且資產亦可以做無限分割。投資期

間為單期，投資沒有任何借貸行為。 

基於以上假設，計算 n個資產預期報酬率估計值、n個資產變異數估計值。

與 n(n-1)/2個資產間共變異數的估計值後，即可求取投資組合模型如下： 

∑∑
= =

n

i

n

j
jiij xxMin

1 1

σ                        (2.13) 

限制於：  ∑
=

=
n

i
ix

1

1， 10 ≤≤ ix  ， n,,i L1=  

( )∑
=

=
n

i
pii RyEx

1

 

其中， ix ：資產 i的權重。 

ijσ ：i資產與 j資產的共變異數。 

( )iyE ：資產 i的期望報酬。 

pR ：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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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效率前緣可藉由許多數理方法運算求得，例如二次規劃法、極小

化微分法、極大化微分等。藉由改變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率，使之介於最小變異

數投資組合與最大期望報酬投資組合之間重複計算，然後將依不同特定報酬求得

之最適投資組合組合起來，即構成整條效率前緣。 

    得到效率前緣後，若在資本市場存在下，投資者可以用無風險利率進行借

貸，則效率前緣將成為由無風險資產與市場投資組合所形成的資本市場線，此時

投資人只需依據其風險- 報酬偏好無異曲線與資本市場線的切點，來選擇配置投

資組合。意即無風險資產與市場投資組合，兩資產之間的資金配置比例依據投資

人的效用函數而定。 

 

二、風險值觀念導入MV法之探討 

雖然在MV模型中，最適投資組合可以是風險- 報酬偏好無異曲線與效率前

緣或資本市場線的切點，但是實際上投資人的效用實在難加以量化，故最適投資

組合配置問題也就難以解決。另外MV模型架構中，假設投資標的報酬率分佈

必須符合常態分配，並使用變異數來衡量投資人風險，這兩種情形都與實際情況

不符合。事實上，大部份投資標的報酬呈現非常態分配，而且投資者在報酬率往

不利方向變動時才視之為風險。而MV模型的這些問題都可以藉由下方風險的

衡量指標 VaR來解決。 

1999年，Duarte and Alcantara首先提出Mean-VaR效率前緣的概念，以 VaR

取代變異數做為風險的衡量指標，進而導出Mean-VaR效率前緣。文章內投資組

合的資產包含十五種股票、四種衍生性商品及定期存款，其中衍生性金融商品包

含期貨、買賣權。由於論文內投資標的包含衍生性商品，因此使用蒙地卡羅模擬

法來處理投資組合的風險值。與MV模型建構效率前緣的概念相似，其在給定

期望報酬下，尋找一個最適的投資組合可以極小化投資組合的風險值；或給定風

險值，找到一個最適的投資組合可以極大化投資組合期望報酬，最後以這種方式

得到Mean-Value at Risk efficient frontier，稱Mean-VaR效率前緣。最適化模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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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Max: V Zγ + γ 4，在限制式的要求下求解最佳 1γ 與 2γ 。 

2002年，Gaivoronski and Pflug以樣條逼近法(spline approximation)為基礎，

將極小風險值模型中的目標式以樣本報酬的線性組合表示，並加入一平滑係數，

該係數為平滑參數(smoothing parameter)與投資組合的函數，使風險值函數具有

二次可微的性質，並且有效消除區域極小值，使最適解可以求得。但是，風險值

函數的平滑程度端視平滑參數的大小而定，當平滑參數越大，函數越平滑且不容

易出現區域極小值；而平滑參數趨近於零時，目標式將收斂至原風險值函數，由

此可知，平滑參數的大小與函數保留原始資訊的程度有一個抵換(trade-off)的關

係，當新的目標函數越平滑，與原目標式之間的誤差就越大，而平滑參數大小的

決定，也沒有一定規則可循。而且在模型中，平滑參數的選擇，相當花費運算時

間的過程，因此仍非一個具效率性與精確性的模型。 

2001年，Chow and Kritzman認為 Risk Budget必須與效率前緣的觀念結合，

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才會有效率。Risk Budget是指利用風險值將投資組合配置

在不同的分類中，這些分類可以是不同種類的資產，或是不同的投資策略，或是

不同的風險因子。假設資產的報酬率符合對數常態分配(lognormal distribution)5，

則資產的配置必須位於效率前緣上才會有效率。直覺上，在任何既定的報酬率要

求下，最低標準差的投資組合必位於效率前緣上；同理在既定的報酬率要求下，

最低風險值的投資組合也必位於效率前緣上，因此任何以 Risk Budget觀念建立

的投資組合如果沒有位於效率前緣，其投資組合的風險值會高於對應在效率前緣

上投資組合的風險值。 

2001年，Campbell,Huisman and Koedijk利用風險值的概念建立一個最適投

資組合模型。作者以類似夏普指數(Sharpe Ratio)的方式建構最適投資組合選擇模

型，在以風險值衡量下方風險的限制條件下，求算投資組合期末期望報酬最大的

                                                 
4 Z表示最適化投資組合的報酬率，V則是以模擬法所計算出來的投資組合風險值。 
5 由於複利的關係，假設期間利率(periodic returns)為對數常態分配，則連續利率則為常態分
配，可以利用常態分配來求取損失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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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配置。該文以美國的股價指數與債券來做實證分析，發現假設常態分配

下的股票資產配置比例過高，且當實際報酬分配與常態分配的差異性越大，在提

高 VaR的信賴區間時所低估的風險越大，表示此時標準差所能衡量的下方風險

越低。 

國內部分，2001年，楊宗庭針對Mean-Variance與Mean-VaR，以台灣共同

基金為標的組成組合式基金建立效率前緣。實證分析結果顯示，Mean-VaR效率

前緣投資組合在股市下跌時表現較Mean-Variance效率前緣上的投資組合好；

Mean-Variance效率前緣投資組合則在股市為多頭走勢時表現較佳。故風險愛好

者可選擇較積極的Mean-Variance效率前緣，風險趨避者可以選擇較保守的

Mean-VaR效率前緣。另外，該研究也發現，在調整至相同的風險標準 VaR下，

以歷史模擬法建立的Mean-VaR效率前緣偏左，常態法6下Mean-Variance效率前

緣偏右。意即歷史模擬法下的Mean-VaR效率前緣優於常態法下的Mean-VaR效

率前緣。 

2002年，張肇育利用標準差、風險值與條件風險值，三種風險衡量指標，

在資產報酬符合常態與不符合常態的假設下，探討投資效率上的差異。發現在常

態分配的假設下，Mean-Variance、Mean-VaR與Mean-CVaR的效率前緣皆會相

同。另外在資產報酬不符合常態假設下，利用歷史模擬法估計 VaR與 CVaR，並

利用台灣 129家上市公司模擬投資機會集合。發現以常態法估計的投資機會集合

較往左偏，歷史模擬法所模擬的投資機會集合較往右偏。原因在於該投資機會集

合檢定結果顯著不符合常態分配。由此可知，以常態法估計的台灣上市公司投資

機會集合的 VaR與 CVaR便會有低估的現象產生。另外，隨著天數的增加，以

VaR與 CVaR所衡量的投資效率會逐漸增加。 

 

                                                 
6 常態法即變異數─共變異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