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模型架構 

 

第一節   模型設定 

 

從 90 年代以來，國際上發生了許多嚴重的金融危機，使得發生金融危機國

家的金融體系遭受重大的打擊，金融機構的體質健全與否和是否有足夠的資本應

付突發的狀況，就漸漸被各國政府所重視，本研究利用 Logit model 檢定下列各

項變數對銀行危機的發生，是否具有預測的能力。 

羅輯斯迴歸模型是一個模擬一個變數或多個預測變數之間關係的統計模

型，羅輯斯迴歸模型探討結果的奇變數是離散型，特別是其分類只有兩類(是與

否、同意或不同意、成功與失敗)或少數幾類時。其變數是屬於二元資料模式，

所謂二元資料即是只有兩種資料的結果(例如成功與失敗，0或 1)主要的步驟即

是透過求得一個介於兩種狀態之間的臨界值結果，來分出觀察值是屬於 0或 1，

建立模式後可用來預測變數與一組預測變數之間關係。羅輯斯迴歸模型不需要知

道分配類型，此意味羅輯斯迴歸模型無須具有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但是如果預

測變數為常態分配假設，結果會比較可靠，羅輯斯迴歸模型預測變數之間若有多

重共線性，會造成偏差的的估計值，而且會使標準誤差擴大。其中 Martin (1997)

分別使用羅輯斯迴歸模型與區別分析模型來預測1975年到1976年間銀行倒閉的

情況，研究結果發現兩種模型之結果類似。West (1985)使用羅輯斯迴歸模型要

素分析與來衡量1980年到1982年金融機構的財務狀況，實證結果發現相當顯著。 

Platt.H.D. & Platt,M.B.(1991)使用邏輯斯迴歸模型，研究相對產業比率與原

始公司財務比率對公司破產能力的預測，研究結果發現相對產業比率比原始公司

財務比率更能有效預測公司破產。 

[Logit 函數說明]：Logit 函數的解釋變數為二分變數性質，是一種累積分



配函數，函數值介於 0和 1之間，其分配函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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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為解釋變數，變數定義如下： 

 本模型利用了三種代表個別銀行體質的變數，作為銀行危機的預警指標，分

別是 KMV 模型的違約距離、定期存款利率差與覆蓋率，以下將詳細介紹各變數的

計算，與預期中對違約機率變化的影響。 

1、違約距離 ( distance to default,DD ) 

 因為銀行業特殊的財務結構，使得原本的 KMV 模型無法應用在銀行業中，所

以本文加入另一假設，使得 KMV 模型可以應用在銀行業中。以下 Model 1 是原本

的 KMV 模型介紹，Model 2 是改良後加入新假設的 KMV 模型介紹。 

Mod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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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列式(1)與式(2)可獲得資產市價與資產市

價的波動程度 

假設： ①假設公司資產價值變動過程可由 It  process 代表： ô

  tv
t

t dZd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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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B 為常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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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d 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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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於銀行的特殊財務結構(高財務槓桿)，使得 KMV 模型的計算方法會產

生問題。問題簡述如下：就式(2)而言，在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會等於負債加上

權益(即 )， 但是銀行高財務槓桿的結構，使得資產與負債相當接

近，權益相對的數值很小，以彰銀為例，彰銀 91 年 9 月的負債總額為 1190094

百萬元，股東權益為 54652 百萬元，推估其資產價值約為權益總額的 200 倍，代

入式(2)，因為資產價值約為權益總額的 200 倍，且 ，而

VeBVa +=

0.5)N(d1 ≥ eσ 值小(約

介於 0.1 和 0.5 之間)，為了滿足式(2)，會造成 aσ 的值變得更小，導致無法求

出滿足式(1)與式(2)的 和aV aσ 。 

就直覺上而言，一般產業的公司，因為其負債比率比銀行低很多，股東權益

是資產總額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佔資產總額的份額比銀行業高出許多，所以 KMV

模型用這佔大部分資產總額的股東權益推算理論上的資產總額是合理的。但是銀

行的資產大部分是由存款所構成，而存款在銀行業又被視為負債，所以銀行業的

資產幾乎都是負債，在銀行業中負債幾乎佔了總資產的 95%以上，而股東權益相

對只佔了非常小部份，但利用 KMV 模型的算法卻是欲藉由這非常小部分的股東權



益推算出資產價值，而非由占絕大部份的負債推算出資產價值，這在邏輯上似乎

不合理。 

因此，本模型做了一些簡單的假設克服這個問題： 

Model 2： 

除了假設公司資產價值變動過程外，本模型假設負債總額(履約價格)並非常

數，而其變動過程與資產價值變動過程相同，皆符合 Ito  process：  ˆ

假設： ①假設公司資產價值變動過程可由 It  process 代表： ô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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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dZdt
V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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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②負債總額變動過程與資產價值變動過程相同，皆符 Ito process: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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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假設負債為利率與匯率的函數: ),( erfV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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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e：於信用風險計算期間截止時點之股權市值，以每季股票收盤價*

流通在外股數計算 

 eσ ：過去股價報酬率之標準差 

 Bσ ：過去六年(24 季)的負債總額成長率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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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odel 2 中加入負債的假設後，使得式(2)變成式(3)，而在式(3)中權益

的變動不再只是由資產變動決定，同時也考慮了負債變動對權益的影響，因而解

決了上述的問題。 

利用 Model2 中求算出之式(1)與式(3)，即可求出資產市價與資產市價的波

動程度。 

求出資產市價與資產市價的波動程度，考慮違約點後，即可求得違約距離： 

a

a DPV
DD

σ
−

=  

其中 DP 為違約點：DP=短期負債 + 0.5*長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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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發生銀行危機的機率也會愈低。 

 

2、定期存款利率差 

 直覺上存款者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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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將錢存放在這個銀行裡，在此情況下，銀行所吸收的存款數量會減少，因此銀

行必須將存款利率提高，也就是說，那些風險較高的銀行會有較高的存款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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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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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本模型每一個樣本選取的

時點不同，所以本模型用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與無風險利率(國庫券利率)差為變

數，本文預期定期存款利率差與銀行違約的機率成反比。 



3、覆蓋率 

 本文定義：覆蓋率 = 備抵呆帳 / 逾期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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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列較多損

失準備，足夠吸收問題放款數額的銀行，對於處理危機的能力將會較其他銀行

好，發生銀行危機的機率也相對較低。也就是説，銀行如果逾放比率偏高，壞帳

覆蓋率又不夠，顯示銀行資產品質不佳，又沒有提列足夠的打銷呆帳準備，未來

銀行資產品質如果持續惡化，很可能嚴重侵蝕銀行盈餘甚至是淨值，因此，在相

同的逾期放款金額下，若銀行提列了較高的備抵呆帳，使得覆蓋率較其他銀行

高，則發生銀行危機的機率將會減少，所以預期覆蓋率與銀行違約的機率成反

比。但因為備抵呆帳是資產的減項，提列備抵呆帳會造成銀行的淨值下降，因此

許多銀行提列的備抵呆帳都遠小於逾期放款的金額。 

覆蓋率反映了銀行對貸款損失的彌補能力和對貸款風險的防範能力。以國際

排名前 100 家大銀行為例，1992～2002 年不良貸款撥備覆蓋率的平均水準約

100%，國際標準是 40%，而本國銀行覆蓋率最高的是中信銀達到 70%，許多新銀

行的覆蓋率都有達到國際標準的 40%，如中國輸出入銀行、台灣工銀、玉山銀行、

台新銀行、建華銀行和中國國際商業銀行等等。 

 

第二節   樣本選取 

 

  首先就財務危機的定義做一簡單的說明： 

一、台灣證券交易所 

 台灣證券交易所對財務危機公司，若有規定事情發生，將其上市之有價證券

變更為全額交割股。其規定載於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之交易細則第四十

九條：「上市公司有下列情事之ㄧ者，本公司對於其上市之有價證券，得以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原有交易方法： 



1、有公司法第二百十一條之情事，依破產法之程式進行和解或申請破產未經法

院裁定者。 

2、有公司法第二百十一條之情事，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經法院裁定准

予重整。 

3、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ㄧ者。 

4、有銀行退票或拒絕往來之情事者。 

5、無正常理由未依法召開股東常會者。 

6、檢送之書表或資料，發現有不實之紀錄，經本公司要求上市公司解釋而逾期

不解釋者。 

7、本公司依法基於其他原因認為有必要者。」 

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之情事為：「公司虧損達實質資本額二分之ㄧ時；或

為公司資產額顯有不足以抵長期所有負債時。」 

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二條：「公開發行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難而有暫停

營業或有停業之虞，法院得依法定關係人之聲請，裁定准予重整。」 

二、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TEJ) 

 信用風險發生於公司「未依約如期償還本息」，當無法以「公司債倒帳」的

明確事件作為判斷點時，TEJ 以下列 9項事件來確認公司已發生財務危機： 

1、公司因財務吃緊而宣告停工。 

2、申請暫停交易。 

3、外人經營。 

4、銀行緊縮銀根。 

5、申請紓困、召開債權人協調會、求外援。 

6、申請重整。 

7、公司跳票、違約交割、或成為票據拒絕往來戶。 

8、全額交割股或下市。 

9、倒閉破產。  



 本文根據中華信用評等公司所公佈的台灣金融業評等來選擇樣本，以下簡述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的評等定義：中華信用評等公司所採行之評等標準係專用於臺

灣金融市場。債信評等標準並不包括國家的主權風險，故不宜與標準普爾公司的

國際評等標準直接做比較。長期信用評等係針對債務發行人，在一年或以上的期

限內，其債務之總體履行能力的意見。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長期債信評等之意義： 

twAAA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對債務人所評定之最高評等等級為"twAAA"。表示該債務人，

相較於其他本國債務人，有極強的履行財務承諾能力。  

twAA 

受評為"twAA"的債務人，與最高評等等級的債務人僅在程度上有些微的不同。相

較於其他本國債務人，該債務人有相當強的履行財務承諾能力。 

twA 

受評為"twA"的債務人，係指其較評等等級較高之債務人，更易受環境及經濟條

件變動之不利效果所影響。相較於其他本國債務人，該債務人仍有強的履行財務

承諾能力。 

twBBB 

受評為"twBBB"的債務人，係指其相較於其他本國債務人，仍具有適當的保障性。

但較可能因不利的經濟條件或環境變動，而減弱債務人對財務承諾的履行能力。 

twBB 

受評為"twBB"的債務人，係指相較於其他本國債務人，其保障性較弱。由於存在

著重要的長期性不確定因素，或暴露於不利的企業、財務、或經濟條件之下，該

債務人對其財務承諾的履行能力稍嫌脆弱。 

twB 

受評為"twB"的債務人，係指相較於其他本國債務人，其保障性薄弱。該債務人

目前有履行其財務承諾之能力，但不利的企業、財務、或經濟條件，將可能損害



其履行財務承諾的能力或意願。 

twCCC 

受評為"twCCC"之債務人，表示在良好的業務及財務狀況下，債務人目前無法履

行財務承諾之可能性高。 

twCC 

受評為"twCC"之債務人，表示目前履行其財務承諾之能力極度脆弱，有高度違約

之可能性 。 

twR  

受評為「twR」的債務人，代表該債務人基於其財務狀況，正接受主管機關監管

中。在監管期間，主管機關有權決定償債種類的順位或僅選擇償還部份債務。 

  在眾多銀行評等下，本文採用評等等級由 BBB 降級到 BB 的銀行為樣本，而

降級的時點即為樣本選取的時點標準，本文選取降級時點的前二年(8 季)為樣本

期間，因為本文欲探討這些變數是否具有事先預警的效用，又其領先時間為多

長。本文採取當評等等級由 BBB 降級到 BB 的銀行為樣本的理由，是以中興銀行

為標準，因為中興銀行在民國 89 年 4 月爆發貸款弊案，中興銀行的高層違約貸

放過多金額給關係企業，其貸款金額超過上限，且不符授信程序，逕由總行高層

以「下條子」或「口頭通知」，就同意放款明顯違法核貸，爆發貸款弊案後，引

發擠兌風潮，隨後中央存保公司進駐監管，公司經營層經歷改組，此情形符合上

述所述之公司倒閉定義。而中興銀行在民國 89 年 4 月爆發貸款弊案前的信用評

等皆為 BBB，爆發貸款弊案後中興銀行的信用評等降為 BB，所以本模型將中興銀

行視為倒閉樣本的標準，那些評等等級由 BBB 降級到 BB 的銀行亦可當成樣本。 

有些銀行雖然體質不健全，但是因為本身沒有計畫到國際市場上集資或發行

金融債券，所以不須請信評公司來評斷銀行體質的好壞，給予信用評等等級，因

此，本文的樣本除了信評降級的銀行外，還包含了曾被報章雜誌報導過發生財務

危機、擠兌、重大經營權弊案或組織重整、經營團隊易主的銀行，如高雄企銀。

其他有問題銀行如花蓮企銀等，因為資料缺乏，故無法列入樣本中。  



 

以下將列出所有降級銀行的降級時點及其降級評等： 

1、南企     20030102 中華信評發布南企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2、東企     20000529  中華信評發布東企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                 

東企     20020621  中華信評發布東企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CCC 

 

3、中華銀行 20011127   中華信評發布中華銀行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中華銀行 20021213   中華信評發布中華銀行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4、高雄銀   20020320   中華信評發布高雄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高雄銀   20021031   中華信評發布高雄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5、萬泰銀   20010618   中華信評發布萬泰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萬泰銀   20010820   中華信評發布萬泰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6、聯邦銀   20021218   中華信評發布聯邦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聯邦銀   20030102   中華信評發布聯邦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7、中興銀   20000429   中華信評發布中興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中興銀   20000505   中華信評發布中興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8、大眾銀   20020524   中華信評發布大眾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大眾銀   20021031   中華信評發布大眾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9、安泰銀   20011127   中華信評發布安泰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B-               

安泰銀   20021031   中華信評發布安泰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10、僑銀    20010820   中華信評發布僑銀評等:     長期信用等級為 twBB 

 

表 3-1 將列出本模型的所有樣本，包括降級銀行及對照銀行，其中廣為人知

體質有問題的銀行，如台東企銀、中興銀行及高雄企銀等，被視為問題銀行的樣

本。 

 



降級銀行 對照銀行 樣本期間 

台南企銀 萬通銀行 91.12-90.3 

中華銀行 建華銀行 91.6-89.9 

高雄銀行 北商銀 91.9-89.12 

萬泰銀行 玉山銀行 90.6-88.12 

聯邦銀行 建華銀行 91.6-89.9 

中興銀行 中信銀行 90.9-88.12 

大眾銀行 富邦銀行 90.12-89.3 

安泰銀行 遠東銀行 91.9-89.12 

華僑銀行 台新銀行 90.9-88.12 

高雄企銀 富邦銀行 90.9-88.12 

台東企銀 復華銀行 90.12-89.3 

表 3-1  樣本銀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