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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理論基礎介紹 

    正如前述，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過程中，是一個金融機構如銀行、

保證機構、借款者及投資人的多方權利義務關係，借款者具有義務依借款

契約按期支付利息並於到期時償還本金，保證機構則對投資人負有保證取

回本金的責任，銀行收取借款人所支付款項並轉交證券投資人。直觀來

看，借款人對於資金的流動方面是處於主動的地位，經由借款者的資金流

出，金融機構或投資人也才有資金的流入。然而資金來源意即風險來源，

借款者資金流出的態樣就是金融機構和投資人所面對的風險態樣。 

    基本上，借款者對於其所負償還利息及本金義務，有履行及不履行之

分。不履行義務即為違約或倒帳(default)，而履行義務又有兩種方式，

即依約正常還款及提前清償(prepayment)，依約正常還款固無值得討論空

間，本為合理預期理想結果，圓滿達成則皆大歡喜，然而提前清償和違約

行為，卻是借款人以外相對方所不樂見，因為這兩種行為都帶來了收益不

確定性，對金融機構或投資人都有負面影響。 

    借款者在資金流出擁有決策主動權，若以財務觀點來看，也就是擁有

提前清償及違約兩種選擇權。選擇權定價模型由Black and Scholes(1973)

所提出，其後被Cox, Ingersoll, and Ross等人為基礎，推演出「或有

求償模型」(The Contingent Claims Model)，此模型提供一個分析借款

人行為的合理準則，一個在完全競爭市場擁有完美資訊的理性借款人，在

沒有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動機之下，會行使兩種選擇權其中之一來增加其財

富，例如在不考慮影響其聲譽情況下，當抵押資產(房屋住宅)市價低於所

欠貸款餘額，借款人會透過違約行為來增加其財富；當貸款市價高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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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面餘額，借款人則透過提前清償增加其財富，此即或有求償模型運用在

房屋抵押貸款的具體意義。而通常在評價這兩種選擇權時，過去文獻大都

利用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來求解，公式如下： 

    
2 2 2

2 2 2
2 2

1 1 ( )
2 2H H

M M M MH H
H Hγ γγσ ρ γ σ σ σ γ θ γ

γ γ γ
∂ ∂ ∂ ∂

+ + + −
∂ ∂ ∂ ∂ ∂

 

    ( ) 0M Md H M
H t

γ γ∂ ∂
+ − + − =

∂ ∂
                               (2.1) 

2.1式是Cox, Ingersoll, and Ross等人從Black and Scholes(1973)

的模型推導而得，亦即當金融機構承作房屋抵押放款給借款者，相當於賣

一個提前清償的買權及一個違約的賣權給借款者，而借款者則視其需要或

各種環境因素來執行其中一個選擇權，在適當的邊界條件下，可以求得最

適的利率 *γ 及最適房價 *H 。 

    至於提前清償選擇權為何是買權，而違約選擇權是賣權，則以下分兩

點來說明： 

 

一、提前清償選擇權(prepayment option) 

    借款者所負的義務，為根據契約所載利率(簡稱契約利率，固定利率

房貸則為固定，浮動利率房貸則根據市場利率調節再加減碼)支付利息，

並於到期時償還本金，因此未來各期所要支付的一連串現金流量以契約利

率折現，就是折算時點的房屋貸款餘額(outstanding balance)，這是借

款者實際要支付的數字。反之，若將契約約定的未來一連串現金流量以折

算時點的市場利率折現，就是房屋貸款現值。而折算時點的市場利率同時

也是所謂再融資率(refinancing rate)，意指此時再對外融資的利率。 

什麼時候提前清償選擇權會處於價內？當再融資率低於契約利率

時，提前清償選擇權即處於價內，也就是借款者有一個財務動機或誘因，

誘使他提前清償所負房貸債務，這可以從兩個角度說明。首先以折算現值

來看，當市場利率或所謂再融資率降至契約利率以下，則以市場利率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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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的房貸現值會比房貸餘額還來的大，此時借款者的義務只需償付較小

的房貸餘額，借款人會選擇提前清償，意謂著此房屋貸款就像一個買權

(call option)，執行價格為相對較低的房貸餘額，但標的資產價格為較

高的房貸現值，此買權處於價內。當然再融資率低於契約利率的幅度越

大，此買權價內程度越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再融資率低於契約利率，則借款者可以對外取

得比當初舉借房貸時更便宜的資金，而可以此資金直接清償舊房貸餘額，

即借新還舊，也就是現在較低的資金成本對借款人有利，借款人就會選擇

提前清償，執行買權，因此買權處於價內。 

 

二、違約選擇權(default option) 

    違約選擇權的價內成立與否，則端視房屋市值與房屋貸款帳面餘額的

比較，若房屋市值跌至房屋貸款帳面餘額以下，房屋貸款餘額高於房屋市

值，好比企業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小於負債，借款人即處於負權益(negative 

equity)的狀態，則此時違約選擇權處於價內，借款者會選擇違約而保留

住原需償付的房貸餘額，這就是一種賣權的概念，執行價格為房貸餘額，

但標的資產價格為較低的房屋市值。至於價內深度亦在於房貸餘額與房屋

市值的差距大小。 

    以表2-1說明提前清償與違約選擇權價值關係。 

表2-1 提前清償與違約選擇權價值關係表 

  執行價格   標的資產價格   

< 買權價內 

= 買權價平 提前清償選擇權 
房貸餘額 

或市場利率 
> 

房貸現值 

或契約利率 
買權價外 

  > 賣權價內 

房貸餘額 = 賣權價平 違約選擇權 

  < 

房屋市值 

賣權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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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執行了提前清償的買權，想當然爾，就無法再執行違約的賣權，

反之亦然。這種一旦行使某一個選擇權就喪失在未來執行另一選擇權的權

利，就表示提前清償買權和違約賣權是處於彼此競爭的態勢，並非彼此獨

立，在估計提前清償及違約等風險行為時，不可分開單獨估計，因為借款

人在面對自身需求及各種外在經濟條件下，考慮執行的還款決策除了正常

還款外，就是在提前清償及違約二者之間做抉擇，兩種風險行為彼此相互

競爭，而在模型中同時考慮此兩種競爭風險，就是所謂的競爭風險模型

(Competing Risk Model, CRM)。 

    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是單純地從財務動機來分析說明借款人讓貸款終

止的風險行為，然而並非買權一旦處於價內，借款人就一定馬上提前清

償；當然也未必賣權一處於價內，借款人一定會違約。上述是先不考慮其

他也會影響借款人行為的因子及交易成本(亦即或有求償模型的基本假

設)，因為一旦若加入其他因子，則在這些因子伴隨作用下，可能買權必

須處於深度價內才會被執行，或賣權處於價外也有可能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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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Green and Shoven (1986)觀察兩家加州儲蓄及貸款機構(California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所持有的貸款樣本，期間為1975至1982 

年，並以比例危險模型(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PHM)估計提前清償 

行為對利率的敏感性，只以利率變動效果作為解釋變數。而他們認為，在 

模型中，必須承認抵押貸款的市值和契約價值的差異是會隨時間改變的， 

也就是不同的時間點利率變動所帶來效果也不一樣，而借款者有提前清償 

買權，是否行使端視對未來利率走向的預期，並考慮現在的貸款價值來決 

定是否提前清償，而且不會利用其他衍生性商沖銷在房貸中隱含的風險， 

因此借款者對自身遭遇的外在風險會反映在對房貸的處分行為，即前述之 

風險行為。 

至於利率變動效果如何測度，作者認為若用再融資利率與契約利率折

現後貸款價值的差異值直接作為解釋變數並不適合，因為這個絕對金額的

差異值，對不同房屋價值所有者的影響會不同，即高房價與低房價房屋擁

有者對同樣金額的差異值感受並不同，也就是同樣金額對這二種人效用不

同，所以作者是以調整過房價指數的比例形式呈現利率變動效果，而其實

證結果顯示，利率變動對提前清償行為有顯著影響，與預期一致，當市場

利率對借款人有利時，借款人會選擇舉借新債，償還舊債。 

 

Schwartz and Torous (1989)主要參照Green and Shoven(1986)運用

之比例危險模型，觀察1978年1月到1987年11月GNMA的30年期

single-family pooled data，與Green and Shoven(1986)研究之差異在

於多加入考慮季節因素和過去提前清償比率，加入過去提前清償比率為解

釋變數的原因在於作者預期過去群組內提前清償次數越多，則未來再提前

清償的現象會趨緩。另外Schwartz and Torous 認為時間相依變數，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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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變化路徑會影響提前清償機率，例如今日提前清償機率除了受過去貸

款契約利率影響，尚受未來貸款利率預期路徑所影響。但為易於實證，

Schwartz and Torous只考慮貸款終止時點的解釋變數值，因為其認為現

時的變數值也提供了一些過去資訊。 

而實證結果發現，雖然提前清償率在夏季較為增加，但估計結果季節

因素影響並不顯著，而利率差異、過去提前清償比率對提前清償行為有預

期的顯著影響。另外，提前清償危險率(參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隨著貸款

經過年數增加而遞增，歷經6.265年時提前清償臻於高峰，隨後則逐年遞

減。也就是說，其觀察結果顯示，借款人在貸款初期幾年大都提前清償，

在約第7年開始，提前清償現象越來越不明顯，亦即結果支持提出以過去

提前清償比率作為解釋變數並具解釋能力。 

 

    Quigley and Van Order(1990)則在分析檢測行使提前清償選擇權行

為是否與或有請求模型所推論緊密一致，提出抵押貸款的真正市值應超過

未來一連串現金流量以再融資率折現的現值，因為後者沒有考慮提前清償

選擇權。因此即使利率下跌以致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超過貸款餘額(即選擇

權處價內)，行使選擇權未必是最適的，若行使，借款者將失去未來行使

權利。而在研究樣本中，違約比率極小，因此忽略違約分析，但在分析提

前清償時有將貸款起始時的貸款成數(Loan to Value Ratio，LTV Ratio)

依大小分成兩種水準作為虛擬解釋變數，而利率變動效果的設定，則以再

融資後利率差異成本節省比率，即以貸款現值和貸款餘額的差額除以貸款

餘額後的比率作為代理變數，並忽略交易成本、忽略放棄未來行使買權的

機會損失，以及將全國性資料分地區別討論。實證結果亦有相同結論，買

權價值對提前清償行為有顯著影響力，而LTV Ratio與預期一致影響提前

清償，90%以上LTV Ratio的參數值為負，也就是LTV Ratio越高，提前

清償機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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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ain , Ondrich and Sinha (1996)提出利用single-family樣本

的最大缺點就是研究得出提前清償機率對利率變動效果的敏感程度比純

粹選擇權定價模型所預期來的低，購屋者不會只因利率變動有利於他們,

就一定執行再融資決策(not “ruthlessly”)，並提出四點理由說明選擇

權定價模型為何不太適用之前研究單一家庭樣本的原因： 

    1. 購屋自住者可能不是選擇權定價模型所假設對財務操作經驗非常

豐富(not financially sophisticated)，因此相對也就需要時間

和精力等交易成本來做出正確決策，對於財務誘因也就不會立即或

充分反應。 

    2. 提前清償行為可能是受其他決策影響，如工作地點改變、離婚等

因素，因此難以界定是否全因選擇權定價理論之效果所影響。 

    3. 提前清償可能是欲調整個人資產組合的過程，例如透過再融資提

高LTV Ratio，並利用再融資借新債還舊債的收益來做其他投資。 

    4. 就過去頂多15年的利率變動模式而言，可能無法包含足夠的利率

波動資料來精確衡量影響提前清償的效果。 

因此他們仍以選擇權定價模型為理論基礎，但選取1,083筆起始於

1975年至1986年之間的Freddie Mac Plan A multifamily mortgages為

研究樣本，而作者預期，平均而言這些貸款額度都較大，其借款者通常在

財務操作或相關知識，經驗比較豐富，因此較不會因非財務因素而提前清

償。變數則主要採用買權變數、季節因子。但研究結果顯示，季節因子影

響並不甚顯著，而買權一如預期，仍然會顯著正向影響提前清償行為，然

而當買權價值為負的時候，即買權處於價外，提前清償行為則對市場利率

下降或買權價值增加(但仍為價外)較不敏感，一旦買權價值由負值轉為正

值，提前清償危險率則開始急速上升，亦即買權價內或價外當利率變動

時，提前清償危險對其反應並不一致，而事實上，這些尚且都符合選擇權

定價模型的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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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作者雖運用multifamily mortgages為樣本試圖證明借款人行為 

一如選擇權定價模型所預期，會對財務誘因充分且即時反應，但其實證結 

果並非如此，因為當提前清償買權處於深度價內時，提前清償危險率的值 

並沒有趨近於一，而這與Quigley and Van Order(1990)所利用 

single-family的樣本結果一致，只是再一次印證Quigley and Van  

Order(1990)的實證結果，也就是借款人不會全然依照選擇權定價模型所 

預期模式(ruthlessly)行事，因此作者也就提出了一項後續研究建議，即 

加入考慮其他非債務成本最小化的影響因子。 

 

    至於探討違約行為方面，Foster and Van Order(1984)運用選擇權定

價模型，並結合了財富效用極大化的概念來說明借款人違約風險行為，認

為借款人違約即行使了隱含在房屋貸款中的一個賣權。Foster and Van 

Order認為除了對房屋擁有權益程度會影響違約行為外，與借款人本身特

徵有關，因此作者加入了支付利息額對所得比例作為衡量借款人償債能力

或償債壓力的解釋變數，另外還加入考慮失業率及離婚率是否可能帶來影

響。 

    其結果顯示，在他們的研究中，除了權益因子外，其他多加入的變數

並無助解釋違約行為的發生，而權益因子仍然解釋了90%以上的違約行

為。而和前面列舉提前清償行為文章如Quigley and Van Order(1990) 、

Follain, Ondrich and Sinha (1996)只做提前清償研究相同的地方是，

借款人對於其違約風險行為的行使，並非全然呼應負權益的發生，亦即雖

然權益因子所代表的賣權價值處於價內，但並非代表借款人一定立即違

約，表示還有其他考量因素牽扯著借款人的決策動向，根據經驗法則常理

推測，作者認為諸如信用被降等、交易成本，都是背後其他影響因子，只

是研究中所探討的其他變數不具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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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學者的探討，都只考慮到單一風險，而忽略了另一個風險，

例如Quigley and Van Order(1990)的實證結果得到當LTV Ratio越高，

提前清償機率越低，但其實LTV Ratio高時，表示借款者可能當初提出自

備款能力較差，因而使房屋資產中舉借貸款的比例較大，也許隱含這類投

資人的違約風險也相對較大，所以只單純考慮提前清償風險，而未同時考

慮違約風險，會忽略這兩種風險行為借款人只能二者擇其一的競爭風險本

質。 

 

Deng(1997)以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 (Freddie 

Mac)之起始於1976至1983年的9,183筆借款人購屋自住房貸為樣本，以

季為觀察時間單位，觀察期間止於1992年第一季，以競爭風險模型同時

考慮提前清償及違約風險，並採用貸款溢價、房屋負權益機率、貸款起始

LTV、起始支付本息額對所得比率、當地失業率等解釋變數。作者首先繪

出提前清償危險率和違約危險率在不同的貸款經過期間(以季為觀察時間

單位)的變化情形，並各以三種LTV Ratio水準作比較，分別是小於80%、

90%與95%之間、95%以上，三者比較可明顯得出不管是提前清償或違約風

險，LTV Ratio較高者，會有較高的危險率，但違約危險率儘管如LTV最

高等級者，最高也僅不到千分之四，比提前清償低很多，作者認為這表示

住宅抵押貸款是相對較安全的投資工具。 

至於模型實證結果，財務動機仍是影響提前清償及違約行為的主要因

子，而負權益機率越高，除了提高違約風險外，也顯著降低提前清償風險，

說明兩種風險相互影響的性質。失業率高，越容易導致違約、減少提前清

償的可能，亦即失業家戶因流動性限制使再融資較困難而無法行使價內買

權。起始支付額對所得比率則顯著正向影響違約行為，與預期一致，即償

債能力較大，或壓力較小，較不會違約。然而比較特別的是，作者的結論

提及選擇起始LTV Ratio較高的借款人，也會相對較容易去從事提前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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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違約風險行為，即LTV Ratio的這兩種風險的影響都是正向的，這與一

般預期會降低提前清償風險較有出入。 

 

    其後Deng, Quigley and Van Order(2000)再利用Freddie Mac的

22,294筆購屋者自住、固定利率房貸樣本資料，要檢定購屋借款者的三個

議題： 

    1. 選擇權方法能夠解釋違約及提前清償行為的程度； 

    2. 同時為兩種選擇權建立模型。 

       而其主要發現也有以下幾點： 

    1. 選擇權定價模型確實為違約及提前清償等風險行為提供良好解

釋，但是還有其他如交易成本等因素，行使價內選擇權未必是一

個好的選擇； 

    2. 兩種風險行為同時納入模型在解釋借款人行為時非常重要，因為

驅動行使某一選擇權的因子也會同時驅動或放棄另一個選擇權； 

作者在研究中暫不考慮提前清償或違約的交易成本及對借款人的聲

譽影響，以貸款溢價及賣權價值衡量指標及其平方值、LTV Ratio水準、

觸發事件如失業率、離婚率等因子，作為解釋變數，其研究結果發現，在

貸款起始或終止時，違約的貸款部分都較提前償還部分有較高的賣權價

值，而且終止時違約部分較提前償還部分有較高離婚率及失業率，證明離

婚率及失業率確實是誘發違約行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在不同LTV Ratio水準，賣權價值有顯著差異。貸款開始

LTV Ratio越高者，在貸款終止時通常有較高機率房屋權益為負。而不同

LTV Ratio間，隨時間經過的累積提前償還率不同水準間差異並不顯著，

但違約率部分，同一累積年限，則較高LTV也都有較高累積違約率，作者

說明這是借款人在舉借貸款時，選擇房屋購價大部分由貸款支應，反映了

借款人的風險型態，較高的違約風險與較高的起始LTV有關，這和Ye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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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lips, and Trost(1994)的論點一致，資訊是不對稱的，選擇較高的

LTV Ratio貸款多半是違約風險較高的借款人。 

作者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1. 忽略兩種風險間有相互依存性而將二者分開估計導致違約風險估

計有嚴重偏誤。 

2. 選擇起始LTV Ratio較高的借款人將較容易行使選擇權，不管是違

約或提前清償，意即起始LTV Ratio反應借款人風險偏好。 

3. 失業及離婚等觸發事件在違約機率上確實有顯著正向效果。 

 

    Pavlov (2001)也利用競爭風險模型來探討借款人行為，但Pavlov對

借款人行為定義成三種，分別是再融資提前清償、出售房屋(同時提前清

償)和違約，後二者合稱為移動(moving)，提前清償或移動並分別在滿足

其不等式下有可能發生： 

移動不等式條件 

    G(t) + M(r, H, G, t) － F((t) > MTC  

    G(t)為移動的貨幣等值利益，M(r, H, G, t)則是在t時點抵押貸款

的價值，F((t)為t時點貸款帳面餘額，MTC 則為移動的交易成本。那麼

在移動的前提下，借款人究應選擇出售資產並提前清償或違約，先忽略違

約成本的話，如果借款人擁有正的權益( H(t) > F(t) )，就會選擇出售

並提前清償；反之，則違約。然而大部分的情況會有違約成本的存在，於

是當H(t) > F(t) － dTC (違約成本)的時候，出售資產並提前清償是有

利的，反之則為違約。 

再融資不等式條件 

    M(r, H, G, t) ≥ F(t) + rTC  

    rTC 即為再融資的交易成本。在抵押貸款在t時點的價值超過帳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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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交易成本總和時，借款人再融資借新還舊是有利的。事實上，這些不

等式概念都有被考慮在先前的研究中，此篇作者較明確地以不等式來表

示。 

    作者擷取洛杉磯地區自1989年到1996年的5,600筆貸款資料，解釋

變數有利率變動效果、LTV Ratio(有起始值及時間相依變數)、貸款餘額 

(由於再融資成本應是一固定額，則貸款餘額較大者其單位再融資成本較

貸款餘額帳面價值小的低)、殖利率曲線斜率(可隱含借款人對利率變動的

預期)、當地對全國失業率比率、再融資利率曾低於票面利率的月份數(即

借款人機會成本概念)、貸款起始日期(較近期的貸款有較低的交易成本，

如申請過程簡化、貸款標準化)。 

    就再融資估計部分，除了再融資利率曾低於票面利率的月份數影響因

子，其餘所有變數都顯著。最顯著的是衡量再融資利益的變數，如利率變

動效果、貸款餘額，顯示市場利率下降是影響再融資的主因，而且由於交

易成本是固定的，貸款餘額越大，借款人越容易再融資。LTV Ratio則不

論起始值或時間相依部分，也都顯著負向影響再融資機率。失業率一如預

期，是再融資的不利因子。而殖利率曲線斜率因子，是以30年期T-bond

和3個月期T-bill的殖利率差異直做為代表變數，實證結果其參數值為

正，顯示若預期未來利率會上升，長期利率較大，則借款人傾向於立即再

融資。 

    至於移動風險方面，顯著變數為失業率、再融資利率曾低於票面利率

的月份數、及殖利率曲線斜率因子。本地相對全國失業率越高，外地越有

吸引力，當然越容易移動，所以當然是正向影響的。相對於再融資部分的

不顯著，再融資利率曾低於票面利率的月份數反而顯著正向影響移動風

險，作者推論之前會有提前清償機會但卻放棄，顯示借款人根本就是打算

在以後選擇移動。而其他財務相關變數，如利率變動效果、貸款餘額、LTV 

Ratio等，都沒有顯著解釋力，作者認為與其預期一致，移動決策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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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因子如失業率所影響，而非與貸款相關的財務考量。 

    對於移動風險，Pavlov則做probit regression探討違約或出售房屋

且提前清償的選擇。結果顯示，借款人若有正的權益，則傾向出售，反之，

權益如果為負，且小到可以冲抵違約成本，則借款人會選擇違約。另外較

令作者意外的是貸款餘額顯著負向影響違約風險，有違違約成本亦有規模

經濟之假設，作者解釋為較高貸款餘額的人通常為高所得者。而他們相對

於低所得者有較高的違約成本，可能違約對其聲譽影響極為重要。 

    最後作者又加入了所在地區的不同作為隱含借款人所得水準的解釋

變數，而加入後並不會影響原有變數的符號，但使利率變動效果影響力加

劇。高所得地區比低所得地區有較高再融資風險，而低所得地區比高所得

地區有較高移動風險，作者推論低所得者較不會利用利率變動的好處來節

省降低持有房屋成本，低所得者通常對於財務操作較不精通。 

 

    上述研究文獻都是在探討住宅貸款，Ciochetti, Deng, Gao and 

Yao(2002)則以商業貸款為研究標的，分析借款企業提前清償及違約行

為。而商業融資用途主要在投資生產性資產，如機器設備、廠房，利息支

付來源則在於抵押資產創造的收益，因此影響商業貸款的因子可能和房貸

的不同，而且商業貸款借款者通常在行使選擇權時較一般借款人不受心理

因素影響，大都出於財務動機的考慮。 

作者觀察來自一家人壽保險公司1974年至1990年的2,090筆商業貸

款，選擇的解釋變數有動態LTV Ratio(即隨時間經過而有不同，時間相依

變數，作者以此作為賣權指標)、動態CAL Ratio(買權指標，貸款帳面餘

額減掉貸款現時價值再除以貸款現時價值)、動態DCR(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短期償債能力指標，即 所得/利息支付額)、貸款規模、

借款者型態(獨資、合夥、公司)、貸款型態、資產型態(公寓、辦公室、

工廠、零售店)、所在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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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在買權為價外時，提前清償危險對其變動並不敏感，

直到買權價值變正的並增大，提前清償危險才迅速增加，這與Follain , 

Ondrich and Sinha (1996)的結論一致。而較高的賣權價值減少提前清償

的可能，而較高買權價值也減少違約風險，這再一次印證了二者為互相競

爭的本質。另外還有以下幾點結論： 

    1. LTV Ratio高，則較不會提前清償，也許可解釋為若要再融資，必

須要有一定權益水準的限制； 

    2. 低DCR顯著提高違約風險並減少提前清償風險； 

    3. 與以前的研究結果不同，貸款起始時的DCR對提前清償及違約風

險影響並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企業在舉借貸款時，呈現出現金流

量上的窗飾效果，所以加入考慮動態調整的DCR才具觀察意義。 

    4. 貸款規模大者較易違約，可能因為其議價能力較高，過去較好的

信用記錄，較好的資產管理經驗，因此較不怕以後借不到錢，而

且也較有議價能力可以和出資者談判；反之貸款規模小者，較容

易提前清償，因為通常初期會被要求較高的利率，而且缺乏低成

本的借款，可能寧可再融資清償或出售資產來取得現金使用，而

這反映了貸款規模所表現的是議價能力和資金成本在不同規模間

的差別，但上述與隱含較大規模者有較高機率行使選擇權的固定

成本假設則並不一致。 

    5. 其他如借款型態、資產型態都不顯著。 

 

    上述國外文獻中，都是以固定利率抵押貸款(Fixed Rate Mortgages，

FRM) 為觀察樣本，而浮動利率抵押貸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

ARM)的選擇權基礎實證研究較不普及，主要由於浮動利率參考指數與動態

調整的複雜性，以及資料也相對較FRM缺乏。但Calhoun and Deng(2000) 

以multinomial logit model對ARM與FRM的間斷時間/不連續選擇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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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及違約行為做比較，並以選擇權理論為基礎，利用630,000筆

ARM(1982-1993)與650,000筆FRM(1979-1993)的貸款資料，觀察期間截止

於1995 年底。 

    結果發現，ARM與FRM在面對貸款溢價及權益因子等財務變數時，都

有類似的行為特徵，買權價內依然驅使借款人選擇提前清償，而ARM所佔

房屋權益比例越小，借款人越有可能違約，但ARM借款人比FRM借款人反

應更敏感(參數值較大)。如果長期利率大於契約利率，預期未來利率走

高，則FRM借款人會再融資提前清償，反之則不會，至於ARM已連結相對

較低的市場利率或指數，不管是提前清償或違約，利率曲線效果對ARM的

影響相對較FRM小。起始LTV Ratio則對FRM與ARM影響一樣，違約與LTV

正相關，LTV對提前清償則較無影響。另外作者以起始貸款金額大小做為

借款人所得的解釋替代變數，較小的借款金額，不管是FRM或ARM，都比

較不會提前清償，但對違約反而較無解釋能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

以貸款年齡觀察FRM與ARM樣本提前清償及違約危險率在不同時間的差

異，發現在提前清償方面，在不同時間點ARM與FRM較為一致，但違約則

較不一致，由此推論出，還有一些其他未能觀察到的因子影響FRM與ARM

的違約行為，導致不同時間點的違約危險率有很大差異。 

 

    國內對於房貸提前清償及違約相關議題的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大都

為邏輯特迴歸(Logit Regression)，劉展宏與張金鶚(1999)即以此方法以

土地銀行所提供1978年至1997年間1140筆一般購屋貸款資料，分析借

款人提前清償行為。接著郭姿伶(1999)利用中國農民銀行1990年1月1

日至1999年8月31日間共2209筆的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資料，以劉展

宏與張金鶚(1999)的研究方式作為基礎，運用Logit Model，除了分析提

前清償行為外，也增加分析借款人逾期還款行為，並加入選擇權概念，而

其主要在採用的解釋變數有性別、貸款金額、貸款利率、貸款溢價(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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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償買權價值)、借款者所有的房屋權益價值(違約賣權價值)、是否為

農業貸款或一般住宅貸款、是否為央行低利率優惠購屋專案貸款(觀察期

間財政部為刺激房地產景氣之優惠措施)、房屋類型(新屋或中古屋)、是

否為首次購屋、本金還款方式(每月固定攤還本金餘額或到期一次償還本

金)、貸款每月攤還額度、貸款期間、貸款年齡及地區等涵蓋借款人特徵、

房屋屬性及貸款條件等範圍。 

    實證結果顯示，就選擇權變數而言，貸款溢價與提前清償機率呈現顯

著正相關，而負權益價值機率則與提前清償機率呈現負相關，都合乎預

期，即貸款溢價越高，越有可能提前清償；權益若為負，則較不會提前清

償。負權益價值機率但是與逾期償還關係則不顯著，作者則推論逾期還款

行為多與個別貸款的還款方式、貸款類型或借款者的經濟能力有關，受財

務因素的影響不大。貸款年齡與提前清償機率為顯著負向關係，隱含住宅

貸款的提前清償行為有遞減效果。至於貸款額度及貸款每月攤還金額，都

正向影響提前清償，而與逾期還款為負向關係，通常貸款額度越大，抵押

的房屋價值也會越大，購買這類房屋者也許經濟能力較好，則較不會逾期

還款。 

 

    劉展宏與張金鶚(2001)取自台灣土地銀行自民國75年1月至86年12

月止，借款期限在15年以上的購屋貸款案件，有已提前清償完畢和未提

前清償者。同樣採用Logit model，採取的解釋變數亦包含借款人、住宅、

貸款條件等屬性。實證結果顯示，在借款人屬性方面，婚姻狀況與教育程

度和提前清償呈現正相關，已婚者通常已有相當經濟能力，而教育水準高

者通常工作職位也較高，所得相對較多，經濟能力也通常較強，因此此二

類借款者為減輕利息負擔較會選擇提前清償；年齡則與提前清償為負相

關，在41-60歲者較31-40歲者不傾向選擇提前清償，而41-60歲者儘管

通常已有經濟基礎，償付能力較強，但是提前清償的機率不會大於其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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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借款人。 

    在住宅特徵方面，屋齡與都市地區借款人和提前清償機率為正相關，

舊屋較新屋亦被提前清償，而都市地區經濟活動較非都市地區活絡，住在

都市地區的借款人接受資訊也較充足，較善於財務操作，因此提前清償機

率較高。而所購房屋為透天厝者，通常經濟情況較佳，因此相較於非透天

厝者提前清償機率也較高。 

    貸款條件方面，貸款成數(LTV Ratio)與提前清償行為正相關，此與

Deng(1995)的結果一致，貸款成數越高，借款金額亦高，借款人在一定的

所得水準限制下，為減輕利息負擔，追求效用極大，即選擇提前清償。其

他如借款期限，借款金額、契約利率等，都與提前清償機率呈現負相關，

契約利率理應與提前清償成正相關，畢竟契約利率較高，利息較重，應會

快速清償，不過在此的負相關則並不十分顯著，僅達10%顯著水準，且參

數值很小。 

 

    黃文啟(2002)則是以一家人壽保險公司從1994年7月到2000年2月

共282筆住宅貸款資料為樣本，以Logit Model估計提前清償模型。其研

究結果得出，該人壽保險公司的員工比較知道金融市場利率走勢而選擇適

當時機提前償還，其提前清償機率較大。首次購屋利率通常會比一般房貸

低，其經濟能力通常也比一般借款人低，因此較不會提前清償。性別方面，

女性較男性容易提前償還，與一般逾期男性所得水準較高而易提前清償的

預期不一致。 

 

    其後劉展宏與張金鶚於2002年對前一年相同的樣本再以Logit Model

做一次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將其觀察期間拆解成十個提前清償年度逐年探

討，而所選取的變數大致相同，但相較前一年略有刪減。就所有可能影響

提前清償因子來看，屋齡除了在第一個年度影響不顯著外，其餘九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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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前清償機率都呈現顯著正相關，是所有解釋變數中顯著影響最多年度

的一個，可推論為在其樣本中對提前清償行為最有解釋能力。次要者為借

款期限，在第三年以後的每一年，即觀察期間的七個年度，借款期限都和

提前清償機率呈現顯著負相關。另外房屋買價影響年度也達七年，與提前

清償機率都呈現負相關，亦即房屋買價越高，相對地也就越不容易提前清

償。 

    最後，在考慮各提前清償年度平均提前清償機率後，得出在第十年累

積提前清償機率已達99.96%，顯示購屋貸款至借款後10年幾乎全部提前

清償完畢。 

 

    王琮生(2003)以台灣銀行及土地銀行貸款承作期間1991年1月至

2000年12月的樣本資料，運用Cox(1972,1984)所發展的比例危險模型估

計借款人風險行為模型，同時考慮提前清償及違約。研究結果得出，在提

前清償行為方面，貸款溢價、負權益價值、貸款成數、利息對所得比(償

還壓力)均對提前清償行為有顯著影響。尤其負權益與提前清償行為呈現

負相關，而與違約行為呈現正相關，體現了提情清償與違約兩行為互相競

爭的態勢。 

    至於在違約方面，除了貸款溢價對違約無顯著影響，暗示利率對違約

決策較無關聯外，其餘變數都有其解釋能力。唯作者僅以財務上觀點考

量，尚未考慮到貸款條件、借款人特徵也都是借款人提前清償及違約的決

定因子。 

事實上，借款人的決策行為，本應都是站在決策時點，評估當時所有

自身條件及經濟狀況後，才會做出提前清償或違約的行為。基本上有些會

影響借款人風險行為的因子並不會隨時間而改變，例如性別、房屋購買價

格、或還款方式等；然而，當然也有許多可能的影響因子確實會隨時間而

變動，例如浮動利率貸款的契約利率、房屋現值、屋齡、甚至是觸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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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失業率。因此，借款人在考慮提前清償時，會想到當時的契約利率是高

是低，是否適合提前清償；在考慮違約時，會考慮現在的房屋價值是否與

所剩貸款餘額相當，若當時房價已一路下跌，跌至相當低的價格，借款人

就會想到是否還要繼續繳款的必要，至於當初房屋購買的價格、低的契約

利率，或許以成過往雲煙，不在其考量範圍了。 

國內研究提前清償及違約行為多以邏輯特迴歸(Logit Regression)為

研究方法，採用的變數值其時間點為貸款起始時點，並沒有考慮到變數的

時間相依性(time-dependence or time-varying)，亦即影響提前清償及

違約的變數是會動態調整的，儘管劉展宏與張金鶚 (2002)以樣本貸款存

續期間分年逐年探討借款人風險行為，但所採取得解釋變數仍然並非代表

當年度情形，都是起始值。而由於資料的難以取得，追蹤觀察每一貸款戶

或借款人的貸款存續期間相關因子的變化事實上也不太可能，例如借款人

的所得變化情形就難以掌握。因此，一些貸款起始的變數條件固然會影響

借款人風險行為，本應採用外，在能夠突破其研究限制範圍下，終究應包

含考慮隨時間變化的可能影響因素，才能更密切掌握借款人決策行為的影

響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