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金融早期預警系統(Early Warning System, EWS)，此觀念可溯自 1930 年代

一些學者研究預測企業失敗及經營績效評鑑之概念，當時是利用財務比率建構預

測功能，來對企業進行經營成敗之實證研究，多採單變量的指標，亦即以單一的

自變數做為預測的指標。後來由於統計數量方法的進步及電腦處理能力的提升，

而有多變量分析法及後續的運用軟體，1968 年 Altman 首先使用多變量分析進行

企業失敗之預測，經過多位學者研究與發展，將此種預測工具用來發展其他行業

或特定功能之研究，並漸具成效。一些學者及金融監理機構，也將這些預測及評

鑑理論應用於金融預警系統之研究。 

 而後所發展之金融早期預警系統，是兼顧金融管理及績效評鑑雙重性質之制

度，即依據相關之金融法規與金融業務之經營原則，選定若干變數而訂定一套預

警函數、指標或基準值，對於可數據化的資料，利用電腦進行統計分析，對未符

合規定、超過警戒範圍等狀況發出警訊，以促使主管機關及銀行本身的經營者提

早注意此警訊，並採取必要措施。 

 就主管機關而言，可根據銀行提供之通報資料或其他有關資料，運用該制度

加以分析運用，以評斷銀行內部管理、財務結構及營業業務是否符合指標或基準

值之要求，並了解是否有超逾警戒範圍之情況，再透過實際金融檢查對照通報資

料有無落差，以促使金融機構通報正確資料，既可掌握銀行之狀況與動態，防範

於未然，又可據以作為進一步處理措施之參考。 

 銀行方面亦可藉此系統來自行診斷內部稽核、會計制度、人事管理、資本適

足性有無遵循主管機關法令，即透過按時申報之財務比率，了解業務收益、成長

性，進而增進經營績效。 

 

 



第一節  財務會計基礎模型 

 

一、線性判別模型(Linear Discriminant Model) 

E.I.Altman(1968)提出之 Z-score 模型，以美國 1945 到 1965 年間製造業公

司為樣本，選取樣本公司的五個財務比率，結合成一個判別分數，其判別函數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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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orking capital / total assets ratio 1X

   ：retained earnings / total assets ratio 2X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 total assets ratio 3X

   ：market value of equity / book value of total liabilities ratio 4X

   ：sales / total assets ratio 5X

 

Z 值愈大，表此公司的違約風險愈低，若 Z值很小或是為負，則表示此公司違

約的風險愈高，根據 Altman 的實證資料發現，Z 值的判別區間介於 1.81~2.99，

低於 1.81 的公司被判別為具有財務危機、體質不健全的公司，高於 2.99 的公司

被認定為經營良好、體質健全的公司。 

此模型在財務危機發生前一年的準確率為 95%，前兩年為 72%，到前三年就幾

乎沒有預測能力。雖然財務危機發生前一年的準確率有 95%，但是這種線性判別

模型有三個缺點： 

(1)判別函數中的變數為線性關係，但是影響因子和判別分數不一定成線性關  

係。 

(2)一般的財務比率都要隔一段時間才會公佈，所以線性判別模型的時效性就

成為一個大問題，無法反應公司當下的信用風險。 

(3)沒有實際的經濟理論可以證實判別函數裡加權的權重因子，是否在時間經



過後仍會維持不變，且這些財務比率通常不具有線性獨立的關係。 

為了改善上述的缺點，許多學者與機構積極發展信用風險的計算方法，加

入了市場的即時訊息。在 1997 年由 KMV 公司發展出一套新的衡量方法，加入

了股權市場的變數，解決了線性判別模型的時效性問題，被全世界知名的金融

機構與公司廣泛的運用在授信風險的分析上，下章將詳細介紹 KMV 的信用風險

模型與其他著名的信用風險模型。 

 

二、財務會計變數 

 資產負債表中的各種指標在很久以前就被當成預測銀行危機的輔助工具，主

要是在危機發生的早期找出那些有財務困難的機構，所以又被稱作「早期預警系

統」，這些分析系統主要是比較有財務降級銀行與健全銀行不同的特性。 

 沈中華,謝孟芬（2001）認為目前在亞洲貨幣危機或金融危機的探討中，常

談到經常帳逆差或是逾放比過高，而且這些因素當基本面薄弱及外匯存底低時更

易顯現，且銀行危機可能是貨幣危機的先兆，但是貨幣危機不必然會導致銀行危

機，只要承受呆帳的能力足夠。另外，高比率銀行資金流入私人部門，也許會導

致金融蕭條與銀行部門脆弱結構之關係，所以銀行資金極有可能因為借款者無力

償還而大幅降低，特別是小國或地區經營的本土銀行，或是貸款對象常集中於特

別部門，如營建業或中小企業，倘若銀行貸款損失超過其法定準備或自提準備，

銀行的流動性將出現危機，當大多數銀行之逾期放款超過銀行的資本額，系統性

銀行危機就此發生。 

Pettway,Richard H.and Sinkey(1980) 利用經營失敗銀行之會計資料及市

場情報建立金融預警模型，以 1970~1975 年間失敗的 33 家銀行為樣本，並隨機

抽取 33 家規模相當之銀行為配對樣本，另以 1976 年失敗之 16 家銀行為保留樣

本，此研究包含「會計資料模型」及「市場情報模型」。其會計資料模型是以兩

變數「營業費用/營業收入」、「投資/總資產」做區別分析之分類模型。先從失敗

銀行中選出 6家銀行，計算其失敗前 1~6 年之區別分數(Z 值)，如 ，則該0Z ≥



銀行以後可能惡化為問題銀行，結果 6家失敗銀行之平均領先時間(即早於金融

檢查日)為 66 週，範圍為 51~103 週，其區別效果，經將 16 家保留樣本代入模型

重新分類，結果有 15 家被歸類為問題銀行，顯示其區別效果相當良好。而市場

情報模型則以上市銀行股價之週報酬率為變數，進行「趨向測定」檢定，觀察 6

家受測的失敗銀行與 24 家非失敗銀行週報酬率差異(殘差)累積之變化情形，以

至少 6個連續的負殘差作為評斷受測銀行惡化之標準，且每個殘差須少於累積殘

差值，亦即該受測銀行與非失敗銀行之週報酬率差異正加速擴大，其失敗之機率

亦逐漸增加中，其結果為 6家受測銀行之領先時間範圍為 7~140 週，平均為 53

週。經結合「會計資料模型」與「市場情報模型」雙重預警，其領先時間較長，

6家受測的失敗銀行再開始檢查之前至少有一年以上領先時間。(領先時間為此

模型出現警訊，預估將發生問題之銀行的時間點，早於主管機關發現問題而進行

進駐執行金融檢查時間點。) 

 Gonzalez-Hermosillo,Pazarbasioglu,Billings(1997) 認為金融危機的發

生，不只是因為銀行本身經營不善的因素，也受到各國經濟情況的影響，作者用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探討影響金融危機的因素有哪些。採用兩種模型，

模型一的變數包含銀行個別特性變數與國家總體經濟變數，模型二只包含銀行個

別特性變數，用墨西哥金融危機的實證結果發現，模型一的解釋能力較模型二

高，表示銀行違約機率的高低，不只受到個別銀行特性變數的影響，也受到國家、

銀行部門的總體經濟影響。在銀行特性變數中發現，銀行的逾期放款及無擔保利

率越高，會增加銀行違約的機率；相反的，農業放款率越高，會降低銀行違約的

機率，另外，銀行的獲利能力包含 ROE、ROA、NIM 也都會影響違約機率的發生，

銀行的獲利能力越高，銀行越不會發生違約事件。最後，銀行規模越大，則存活

得時間越久，也就隱含了愈大的銀行愈不容易倒閉。 

Gonzalez-Hermosillo(1999) 認為在體質不健全的銀行發生違約或倒閉事

件的前幾期就有跡可循，實證結果發現在發生違約或倒閉事件發生前，銀行的逾

期放款會快速的增加，資本適足率會在短時間內快速惡化，這兩個指標提供了明



確的銀行危機訊息，與 Gonzalez-Hermosillo(1997)相同。但是此文亦發現，在

相同的逾期放款與資本下，有些銀行會倒閉，有些銀行則不會，作者認為因為現

在的逾期放款是由於過去的錯誤放款所造成，若在發現錯誤的同時，提列較多的

損失準備，足夠吸收問題放款數額的銀行，在景氣差的時候，就能度過難關，不

會發生倒閉或違約，因此作者用覆蓋率作為分辨銀行體質的指標，當遭受危機或

總體經濟環境不好時，覆蓋率越低的銀行，愈容易倒閉。 

Bongini,Claessens,Ferri(2001)用傳統的 CAMEL 變數，包含貸款損失準備

(loan loss reserves to capital)、貸款成長率(loan growth)、淨利息所得率

(net interest income to total income)、資產報酬率(ROA)等變數，分析倒閉

金融機構的經營權結構與財務資料，檢測倒閉金融機構的財務會計變數特性，從

東亞金融風暴的實證中發現：(1)貸款損失準備率與違約機率呈正比，這是因為

當銀行的貸款損失準備率高，表銀行的風險性資產可能較高，所以發生違約的機

率也較高；(2)貸款成長率與違約機率呈正比，這是因為貸款愈多，銀行所承受

的風險就愈高；(3)淨利息比率愈高或 ROA 愈高，會使得違約機率下降。但 Rojas 

Suarez(1998)認為在已開發國家中可用來檢測銀行體質好壞的財務比率，並不一

定適用於開發中國家，因為開發中國家財務會計比率的可信度低，可是本文作者

認為雖然如此，但因為開發中國家大都偏好採取風險性較高的投資行為，因此開

發中國家的財務會計比率仍然可以被用來偵測違約風險。 

Bongini,Laeven,Majnoni(2002) 探討在 1996-1998 年東南亞金融風暴下，

東亞國家三種表示銀行危機的指標的表現：(1)會計資料；(2)股票市場價格；(3)

信用評等；使用了 4 種變數來觀察金融風暴的發生：1、會計變數--財務槓桿的

倒數(
D
A
)；2、存款保險溢價--用總存款比例衡量；3、信用評等的歷史倒閉機

率--評等等級增加代表信用惡化；4、股權波動--每日股票市場報酬率的月標準

差；觀察這四種變數值在東亞金融風暴中的變化。發現其檢定力由上而下的排序

是：存款保險溢價>會計變數>信用評等的歷史倒閉機率；其中資產負債表中的指



標加上銀行大小變數與國家情形變數後，增加一些區分銀行好壞的能力，且信用

評等指標和各國的總體經濟因素存在著共線性問題。在東亞金融風暴期間，信用

評等機構對東亞銀行信用評等的調整速度較慢，對於開發程度較低的國家必須更

依賴複合式的指標，以便能更準確的預測財務危機的發生。 

Curry,Elmer,Fissel(2003) 認為銀行的監理機構可利用銀行的逾期放款、

貸款品質、貸款損失準備率、資本額等財務變數，判定一家銀行的 CAMEL 等級，

如可分成 1~5 級，1、2級表示體質健全，3級表示有潛在問題，4~5 級表示有嚴

重問題，隨時面臨倒閉危機，利用 CAMEL 等級定義銀行體質的好壞，當 CAMEL

等級下降到 3時，有關當局應採取相關的預防解決措施。 

Rojas-Suarez(1998) 認為除了傳統的 CAMEL 比率外，還可利用存款利率、

存放款利差及信用成長率，判斷銀行體質的健全與否。 

 

第二節  市場監督變數 

 

在傳統的信用風險模型下，大都運用資產負債表中的財務變數，當作預測危

機的指標，但是這些財務變數皆為歷史資料，缺少對未來的預測與監督能力，因

此許多學者為了改善此缺點，加入了市場訊息資料去補足傳統資產負債表資料的

不足，以求更能評估銀行的健全度，且市場訊息資料取得容易，使用頻率高，所

以監督者可將這些訊息視為早期警告模型的因子。以下將介紹兩種市場監督變

數： 

ㄧ、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 

 最近有些研究建議可採用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subordinated debt spreads)

評估銀行的評等，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的定義為，銀行發行的次順位債券殖利率

減去無風險的國庫券利率。在一些用美國資料所做的研究中發現，在次級市場中

的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可以反映銀行風險(Flannery & Sorescu1996)，在



Evanoff and Wall(2000b)的研究中發現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較 CAMEL 的財務變

數具有一些領先特性。這是由於這種債券的持有者，其清償請求權的位階排在很

後面，所以他們有強烈的動機去監督銀行的體制健全與否，例如市場中沒有人願

意買某家銀行發行的次級債券，就表示這家銀行的資產在償還存款人與高級債券

持有者後已所剩無幾，因此此變數可當作衡量銀行健全與否的指標。在 Evanoff 

and Wall(2002)文章中認為這些投資者有動機去規範銀行的風險投資行為，對於

一些投資風險較高的銀行，債券持有者會要求較高的報酬，即較高的次順位債券

殖利率。 

 Flannery and Sorescu(1996)探討，是否因為存在著「銀行愈大而愈不容易

倒閉」的現象，所以那些持有大銀行發行的次順位債券的人，會較不在乎信用損

失發生的機率，但實證結果證明，在 1980 年代晚期和 1990 年代初期，次順位債

券殖利率差仍與銀行風險的暴露態度有關，依然具有監督銀行的能力。 

在 Gropp,Vesala and Vulpes(2002)的研究中亦發現，在歐洲實證資料中，

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具有能反映銀行實際財務問題的能力，且為領先指標，但是

要在接近倒閉時才具有預測能力，特別是對小銀行而言。此外，公共安全網

(public safety net)的存在，會減低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的預測能力。且由於

殖利率差對違約機率增加的反應，不是線性關係(倒閉機率愈大，次順位債券殖

利率差的反應改變會愈大)，此與傳統的 Z-score 模型不同。 

Evanoff and Wall(2001)認為雖然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預測信用風險的能力

比傳統的財務變數好，是目前可獲得的風險衡量指標中最優異的指標，但是次順

位債券殖利率差，較容易將銀行列為高風險投資者，這是因為次順位債券持有者

關心的是預期損失，而政府監督者關心的是銀行的違約機率，所以容易有被次順

位債券持有者列為高風險，卻被監督機構列為低風險的銀行產生。 

但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仍有以下的缺點，Evanoff and Wall(2002)中提到： 

(1) 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的領先特性，是因為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的估算是根據

現在的情況預測未來的經濟表現所產生的值，但預測未來的經濟表現存在著明顯



的不確定性，所以對未來預期的準確性必須打折扣，因此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的

領先特性較不明顯；監督機構的評等比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具有領先性，因為監

督機構會將未來的潛在因素併入現在的評等資訊中。 (2) 因為小銀行次順位債

券發行數量較少，較不容易得到債券分析者的注意，所以小銀行發行的次順位債

券，會擁有較高的流動性貼水，不全然是受到銀行體質健全與否的影響。(3) 次

順位債券殖利率差的變動，可能是由於受到與個別銀行或市場內部風險無關的因

素影響，如債券供給量的減少。所以用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衡量，會產生一些問

題。Hancock and Kwast(2001)亦指出，與信用風險無關的因素，仍會影響次順

位債券的價格。 

但目前台灣發行次順位債券的金融機構家數少，且都是最近才開始發行，因此次

級市場中的次順位債券交易並不熱絡，所以在台灣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可能無法

真正發揮其監督的功效，因此尚無利用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來估算台灣銀行信用

風險的研究產生，以下將介紹另一個亦具有市場規範監督功效的變數。 

二、定期存款利率 

在 1980 年代時，許多銀行採行過度的風險投資，使得許多存款機構在經濟

不景氣時發生危機，這些危機的發生，使得政府及有關當局開始重視銀行的投資

行為，而如何監督銀行的投資行為，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除了上述所提到的

次順位債券殖利率差之外，亦有許多學者認為定期存款利率具有市場規範的功

能。 

Park and Peristiani (1998) 認為無論如何，政府只要有管制措施存在，

則市場規範對銀行風險投資行為的抑制就會是有效率的，所以他們觀察銀行違約

風險存在對存款利率與存款數量的影響，來判斷市場規範對銀行風險投資行為抑

制的效果。這兩位學者假設所有存款者都是理性的，且都可以從公開的資訊中獲

得銀行是否有危機的訊息，他們認為如果未保險的存款者，沒有獲得面對違約風

險所該擁有的相對報酬，則他們不會願意將錢存放在這個存款機構。在此情況

下，存款機構所吸收的存款數量會減少，因此存款機構必須將存款利率提高，或



是接受存款數量減少的事實，而一家銀行最重要的資金來源即是存款數量，無論

存款利率提高或存款數額減少，對銀行而言都會增加其成本，所以這會使得銀行

降低從事高風險投資的意願。反過來說，若市場規範的存在可以發揮其功用，則

可推論無保險存款利率與存款機構的風險成正比。實證上得到的結論是，高風險

存款機構對於無存款保險與有存款保險者，都不只是要付較高的利率，且吸收的

存款數目亦較少，實證亦發現定期存款對銀行風險的衡量較支票存款敏感。 

Hannan and Hanweck (1988) 發現定期存款利率與銀行風險的衡量，有顯著

正向的關係，且愈大的銀行愈受到 FDIC 的保護，及其定期存款的流動性較強，

因此銀行的大小與定期存款的利率成反比。Brewer and Mondschean (1994) 觀

察定期存款利率和垃圾債券的關係，發現一個擁有較多垃圾債券的金融機構，會

付存款者較高的溢價。 

Soledad,Peria and Schmukler (2001) 從阿根廷、智利、墨西哥 1980 年代

到 1990 年代的金融危機事件中，發現那些將錢放在風險較高銀行的存款者，會

要求較高的存款利率。當一個可信賴的存款保險機構存在時，雖然會減低存款者

監督銀行的動機，但是仍然具有監督銀行風險投資的效用，這是因為雖然有存款

保險的存在，存款戶仍會盡力避免任何可能遭受到的損失，如時間成本、流動性

損失等等。或是因為存款戶對保險存款制度存在懷疑，他們認為當銀行發生危機

時，政府不一定會償還全額的存款或是會對他們造成損失，如阿根廷貨幣危機發

生時，阿根廷政府限制問題銀行的存款戶提領存款，直到新銀行接手為止，而這

個限制可能對存款戶造成損失，所以雖有存款保險機制存在，存款利率仍具有監

督銀行的效用。 

 

第三節  信用風險理論模型簡介 

 

信用風險一直都是金融市場風險管理的重要議題，也是銀行經營層最關心的



問題，美國經歷了過去的經濟不景氣與國際情勢的波動，許多銀行有太高的壞帳

比率，一些體質較差的小銀行因而倒閉，其他繼續經營的銀行為了避免危機再度

發生，更加重視放款的信用風險。雖然信用風險並不常發生，可是只要一發生就

會造成非常大的損失，近年來發生的許多金融風暴便是由此而生，因此近來已有

許多的企業與金融機構投入信用風險的研究。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債權人與債務人簽訂契約，在契約到期時，債

務人無法償還債務的風險，或是債權人因為債務人在契約期間的信用評等等級改

變，而蒙受資產損失的風險。所以要衡量信用風險對資產價值的影響，必須先知

道存在信用風險下，資產價值可能的分配情形，即為資產的期望價值與資產價值

的波動幅度，但是資產價值很難衡量，無法以財務報表中的資產總額取代，這是

因為財務報表中的資產總額多為歷史成本的觀念，不能反映資產目前的市場價

值，所以必須尋求另一種衡量方法計算資產價值。 

 

3-1  KMV 模型簡介 

Merton(1974)利用選擇權理論求出資產的市場價值及資產市價的波動程

度。1997 年時 KMV 公司發展出來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credit monitor model)，

利用實質選擇權理論估計出資產的市場價值及資產市價的波動程度而求得違約

距離(distance to default,DD)，進一步得出違約的期望機率(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以下將介紹 KMV 公司如何延伸選擇權理論來評估信用風險。 

首先介紹 Black-Scholes Model： 

 在選擇權的評價方面有相當多的方法，例如二項式選擇權估價法等，而其中

最有名的就是 1973 年發表的 Black-Scholes Model。此模型引進物理學與數學

的基礎觀念來推導，以下介紹 Black-Scholes Model 的基本概念，在模型中，假

設資本市場是一個完美市場、投資人為風險中立者、利率與股價報酬波動性為常

態、股票沒有股利且是歐式選擇權。 

 首先，假設股價(S)為隨機漫步，在物理學上的觀點也就是說股價變動是屬



於幾何布朗運動，且服從對數常態分配，因此將股價(S)寫成 

SdtSdtdS σµ +=  

或 dtSSdtdS εσµ +=  

S：目前的股價 

dS：股價的變動 

µ：股價預期報酬率 

dt：極短的時間 

σ ：股價報酬率的波動性 

dz：wiener process， dtdz ε≈   

Sdtµ ：預期成長率 

dtSεσ ：不確定項 

wiener process： 、 、  0)( =dzE dtdzdzVar == 2)()( jidzdzCov ji ≠= ,0),(

)1,0(~ Nε 為 white noise 

再由股價(S)服從對數常態分配，所以我們可以經由 Ito Lemma 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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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以上的假設，我們利用泰勒展開式、偏微分方程式、熱傳導方程式…等

數學與物理方法，即可導出 Black-Schol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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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d σ−= 12  

N(d1)：避險比率(累積機率函數) 

N(d2)：到期時股價大於履約價格的機率(累積機率函數) 



C：買權目前理論價值，即權利金 

S：目前的股價 

K：執行價格 

r：無風險利率(以年為標準) 

t：距到期日之長短(以年為單位) 

σ ：股價報酬率標準差(以年為標準) 

 

KMV 公司以選擇權評價模型為核心，發展出一套信用風險模型，以股票市

值、股票報酬率標準差與負債總額，推估公司資產市價與波動幅度，進而求算出

預期公司違約的機率。KMV 公司結合財務報表及股票市場資料，來計算公司的違

約風險，藉由具有預測能力的負債與權益市場價值的資訊與具有事後分析特性的

財務報表，發展出一套模型(CM 模型；Credit Monitor Model)。其負債與權益

市場價值的資訊中，反映了買賣雙方藉由相關資訊，經由市場機制下所決定的， 

因此，市場價值包含了投資人對公司未來價值的預期，另外具有由財務報表的資

訊中，反映了該公司在過去某一段期間內的財務狀況，是屬於事後的分析。 

在實質選擇權理論下，將股東對公司的股權當成是一種選擇權，在股東購買

股票時，股東便擁有了支配公司資產的權利，如果公司資產不能償還負債而發生

違約時，債權人會變賣公司資產清償部份的債務，公司因此倒閉，股東因此損失

了購買股票的金額，換句話說，公司舉債經營，此買權的標的物就是公司資產

(OA)，買權的執行價格是公司負債的帳面價值(OB)，選擇權的到期日就是負債的

到期日，買權的價格即為股東取得股權所付出的金額(L)，股東取得股權的行為

就可以視為一種買權的購買行為，如下圖(3-1)所示，因此可利用選擇權評價公

式(Black-Scholes,1973)獲得理論上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與資產市價的波動幅

度，當公司資產市值低於負債時，公司即會違約，信用風險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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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價值(A)

圖 2-1  選擇權模型 

 

 

(一)KMV 模型假設 

 1、股票買權必須為歐式選擇權 

 2、不發配股利或其他現金分配 

 3、完美市場假設，即沒有交易成本及課稅 

 4、債權人擁有優先求償權，股東負有限責任 

 5、無風險利率(r)是固定不變的 

 6、公司資產價值變動過程可由 Ito  process 代表：ˆ tv
t

t dZdt
V
dV

σµ +=   

其中：µ =資產的期望瞬間報酬率(the instantaneous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tσ =資產的報酬率瞬間標準差(the instantaneous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return on the underlying asset) 

(二)資產市值與資產市值波動程度 

 利用將股東權益視為選擇權買權的特性，用股權市值和股票報酬率標準差，

推導出理論上的資產市值與資產市值標準差。引用 Black-Schole 選擇權評價公



式可求出股東權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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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條方程式不能解兩個未知數，所以利用 Ito lemma 對權益價值作一階微分，

再取期望值後可得到另一條方程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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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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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這兩條方程式即可求出資產市值( )與資產市值的波動幅度(aV aσ ) 

其中 ：於信用風險計算期間截止時點之股權市值，以每天股票收盤價*流通在  

外股數計算 

eV

    eσ ：過去股價報酬率之標準差 

B：於信用風險計算期間截止時點之負債總值 

r：無風險利率 

t：欲計算未來信用風險的期間 

 N(d1)：d1 的累積常態分配機率 

 N(d2)：d2 的累積常態分配機率 

(三)違約距離 

 當資產市值小於違約點時，即可能發違約的事件，因此定義違約距離為 

a

a DPV
DD

σ
−

=  

其中，DD：Distance to Default，違約距離 

   DP：Default Point，違約點 

違約距離即是利用資產波動性的標準差，來標準化資產市值與違約點的距離，數

字愈大代表資產的價值高於違約點甚多，信用風險發生的機率愈小。實際上由於

公司具有再融資的能力，並非資產價值低於負債帳面價值時，就會立即發生違



約，KMV 公司實證發現，違約點將發生在短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長期負債的時間。 

有了違約距離後，假設資產的市場價值是以市場價值的平均點為中心的常態分

配，可用 DD 來計算 KMV 模型中的預期違約頻率(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 

EDF)，而 EDF 就是違約機率，為資產價值在時間 T時小於違約點部份的累積機率。 

由下圖可看出整個模型的概念。 

2  KMV 理論模型 

 

2  信用計量法(Credit Metrics) 

，用來衡量信用風險評等變動而產生之信

用風

  資產價值

      時間0

         倒帳點

資產價值的可能路徑

   DD

     EDF

                 資產價值的
             機率分配

T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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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J.P. Morgan 於 1997 年所發表

險評估模型，利用資產組合價值分配情形，將歷史資料中各信用等級的改變

與違約情形轉換成矩陣形式，表示未來之信用等級變動狀況，本方法強調資產或

投資組合之價值不僅是依違約率而定，亦須考慮信用評等之改變。信用計量法利

用信用風險值(Credit Value at Risk,CAR)來模擬個別金融工具或投資組合之價

值及風險的分配，此價值分配由平均數、標準差、百分比值 (Percentile level)

及邊際風險來表示。並採用「投資組合法」(Portfolio Approach) 從事風險分

析。「信用風險值」之計算，首先需求得投資組合中每一個組別暴險情況(Exposure 

profile)，再計算信用品質改變(違約或評等移動)所造成每一金融工具之波動



性，最後考慮每一信用事件之相關性，求得投資組合之「信用風險值」。違約機

率加上違約後債權剩下的價值，以償還率為代表，便能計算違約風險的風險值。

此一信用風險模型依不同模擬結果，建立不同信用風險指標，適用於所有可取得

市價之金融商品，包括衍生性金融商品，惟不適用於不動產放款及消費性貸款，

J.P. Morgan 採用此一風險模型。 

 

3-3  信用風險加成法(Credit Risk Plus) 

e Financial Products 於 1996 年

所發

4  信用投資組合觀測法(Credit Portfolio View) 

表信用風險管理工具，

與一

 

由瑞士信貸集團的子公司 Credit Suiss

表的信用風險管理工具，瑞士信貸銀行採用此一信用風險模型。此模型是運

用保險精算的數學模式技術，以連續的價格變化，透過歷史違約率及波動率計算

出整體投資組合中損失分配的情形，其違約機率是一種連續性的隨機變數，利用

違約機率算出可能發生的金額，可預期的損失以價格來承受該筆損失，非預期的

損失須準備額外的資本(經濟資本 Economic Capital)以應付。該模型可適用於

放款、衍生性金融商品及債券的各種投資組合。 

 

3-

由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 & Co.)於 1997 年所發

般信用風險模型最大的不同點在於，違約發生機率與總體經濟變化有極大的

相關性；計算預期損失及信用風險資本(Credit Risk Capital，CRC)，其目的為

當發生預期或非預期損失時須有多少的資本方能承受，而不影響到公司本身的營

運；其模型是以總體經濟系統風險的多重迴歸模型計算違約機率，再依違約機率

計算出損失金額，就可得到損失機率分配，為一複雜精確的模型，適用所有投資

組合包括不動產放款、消費性貸款及金融商品投資。 

 

 



下表比較各信用風險模型： 

違約因素 變數資料 模型特點 發布機構 模型名稱 

KMV 顧問公司 、 理

1995 年 

Credit 

Monitor 

Model 

資產價值 股價、權益

負債、波動性 

利用選擇權

論、計算違約

機率 

J.P. Morgan 資產價值 信用評等級 陣、CAR

1997 年 

Credit 

Mrtrics 數、價差、利

差、回收率 

轉換矩

Credit Suisse Credit Risk 預期違約率 經濟資本，假

Financial 

Products 

1996 年 

Plus 

不需要很多參

數 設沒有市場風

險 

麥肯錫顧問公司 Credit 

o 

總體經濟環境 需要很多參數 總體經濟環

1997 年 Portfoli

View 

變數 境、CRC 

 

表 2-1  信用風險模型比較 

 

 

3-5  其他信用風險衡量模式 

 

破產風險模式(risk of ruin) 

常為典型破產模式的理論基礎，在最簡單的

 

1、

破產風險模式(risk of ruin)通

情況下，一個公司會破產的原因就是其資產的市場價值低於負債價值。在

Scott(1981)的模型下，此破產風險模式在某方面類似 Black and Scholes

(1973)的選擇權定價理論，也像是 Merton(1974)、Hull and White(1995)

的模式。在 B&S Model 中公司破產機率主要是以期初公司的市價(A)與負債



間的關係，及資產的波動性(變異數)來求出。 

神經網路模式 2、類

險衡量方法採用類神經網路模式，將其應用在信用風險分

 

 許多新的違約風

類的問題。類神經網路類似非線性的區別分析，此模式並不需要預測破產

函數的解釋變數為線性及獨立的假設。Altman et al.(1994)利用類神經網

路模式進行義大利公司的危機預測；Coats & Fants (1993)應用在美國公

司危機預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