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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情境抽樣 

本研究所建議的數值解，主要是使用蒙地卡羅的方法，大量模擬未來可能發

生的各種情境。當模擬的情境數越多時，分析的結果也將越精確，但情境數越多

相對也越耗費電腦處理的時間。 

本章是參考 Yvonne C.(2002、2003)的作法，我們主要是希望透過此方法，

找出模擬情境的特性並對這些情境進行抽樣，希望藉此減少情境數以增加電腦運

算的效率，除此之外，也希望抽樣出的樣本情境能夠足以代表原本模擬情境的特

性。 

第一節、 均勻抽樣法 

    均勻抽樣法(Uniform Sampling Method)的目的是希望能利用較少的情境數來

表達所有模擬情境數的特性，因此可以看成是縮小的母體。Yvonne C.(2002、2003)

所建議的均勻抽樣法，是將每組情境 n 年間的利率𝑖藉由顯著測度(Significance 

Measure)量化成一個數值，接著根據顯著測度的大小對 m 組情境做排序(Sort)，

將排序好的 m 種情境以進行系統抽樣，抽樣後得到的情境不只減少情境數，也

足以代表原本模擬情境的特性。此抽樣法最大的優點是容易使用，且抽樣後的機

率分配與原先模擬情境的機率分配有很高的相似度。 

1. 定義顯著測度 

根據 Yvonne C.(2002、2003)所建議的均勻抽樣法，主要是將每組模擬出的

情境透過顯著測度量化成一個數值之後進行排序，其中顯著測度的大小定義如

下： 

顯著測度 =    
1

  1 + 𝑖(𝑘) 𝑡
𝑘=1

 

2𝑛

𝑡=1

 

2. 系統抽樣 

    「系統抽樣(system sampling)」基本上是只做一次簡單隨機抽樣後，就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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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間隔數抽出一樣本。一般而言，若母體為有限個數，可將母體依序編號

1~N，假設欲選取 n 個樣本，先決定區間間隔 k，然後以簡單隨機抽樣從 1~k 中

選取一數，此數做為起點，依序每 k 個單位選取一樣本。通常 k 取為最接近「N/n」

的整數。 

    而 Yvonne C.(2002、2003)是採用分組後取中間值的方法。舉例來說，如果

要從 10000 組模擬的情境中選出 1000 組情境樣本，我們要先將排序好的情境每

10 個分成一組；共 1000 組，接著把每組最中間的那個情境挑選出來，也就是排

序後的第 5、15、…、9995 個情境，以此方法抽樣出的 1000 組情境樣本便足以

代替原先的 10000 組情境。 

3. 顯著測度的修正 

    Yvonne C.(2002、2003)只有針對單一利率的情境做抽樣，而本文根據 Vigna & 

Haberman (2001)的投資模型假設模擬了 10000 組未來的情境，因為每組模擬情境

中包含了高風險資產對的數報酬率𝜆，以及低風險資產的對數報酬率𝜇，因此在

進行抽樣時應同時考慮兩種資產各自的顯著測度。又因為各自的顯著測度並沒有

標準化，可能會被某幾種或者單一情境影響最後結果，故本研究參考 Yvonne 

C.(2002、2003)的計算方式，將各自的顯著測度分別標準化後，定義新的顯著測

度如下2： 

顯著測度 =

   
1

  𝑒𝜆(𝑘) 𝑡
𝑘=1

 
2

𝑛
𝑡=1

𝜎𝐻
+

   
1

  𝑒𝜇 (𝑘) 𝑡
𝑘=1

 
2

𝑛
𝑡=1

𝜎𝐿
 

其中𝜎𝐻和𝜎𝐿分別代表各自顯著測度的標準差。 

第二節、 數值結果 

    在上一章我們根據 Vigna & Haberman (2001)的投資模型假設，模擬了 10000

組未來的資產報酬率情境，進而獲得期初最適投資決策。而本節則是希望透過抽

樣的方法，將模擬的 10000 組情境挑選出具代表性的 1000 組，利用本研究所建

                                                       
2 由於 Yvonne C.(2002、2003)是針對名目利率的情境做模擬，而 Vigna & Haberman (2001)則是假

設報酬率服從對數常態分配，所以顯著測度的定義由(1 + 𝑖)修正為𝑒𝜆和𝑒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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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數值解方法以及抽樣出的 1000 組情境，獲得新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並與

理論解做比較。 

1. 顯著測度的機率密度函數 

首先我們將模擬出的 10000 組情境，以及抽樣後的 1000 組情境樣本，分別

就其顯著測度的值去繪製機率密度函數，如下圖： 

 

圖三：抽樣前後顯著測度的機率密度函數 

    從上圖結果可以清楚發現，抽樣後 1000 組情境的機率分配與原先模擬 10000

組情境的機率分配有很高的相似度。 

2. 抽樣結果 

    每模擬一次報酬率的 10000 組各種情境，就能透過均勻抽樣法挑選出具代表

性的 1000 組情境，並利用這 1000 組情境以及本研究所建議得數值解方法，得到

一組期初最適決策(在此為高風險資產的最適投資權重)。接著重複此步驟 100 次，

可以得到 100 組期初的最適投資決策，我們分析這 100 組投資決策的平均數、標

準差，並繪製其直方圖，分別如下3： 

平均數 0.7261 

標準差 0.1310 

                                                       
3 重複 100 次抽樣後，100 個情境樣本分別對應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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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抽樣後 100 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的直方圖 

    根據 Vigna & Haberman 所推導出的理論封閉解，在前一章的各種參數假設

下，得到期初高風險資產的最適投資比重𝜔∗ 0 為 0.7225。而本節利用均勻抽樣

法重複抽樣 100次後得到的結果，發現平均值 0.7261與理論值 0.7225非常接近，

但是標準差 0.1310 相對來說有點過大。另外將抽樣結果繪製成直方圖後，同樣

以可以發現，透過抽樣 100 次後分別得到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其變異是非常大

的。 

3. 均勻抽樣法有效性之驗證 

    我們利用均勻抽樣法，先將 10000 組模擬的情境選出具代表性的 1000 組樣

本情境，並利用這 1000 組樣本情境得到期初最適投資決策。重複此步驟 100 次

之後，發現這 100 組期初最適決策的平均值與理論值非常接近，但是標準差相對

來說很大，說明了均勻抽樣法存在不穩定性。 

    為了驗證均勻抽樣法是否真能在滿足效率性為前提下，對於理論解的逼近也

符合精確性，我們要做進一步的驗證。詳細方法如下：首先一開始就模擬出 1000

組未來的情境，並直接利用這 1000 組情境求得期初最適投資決策，同樣的，重

複此步驟 100次之後，分析這100組投資決策的平均數、標準差並繪製其直方圖，

最後再與前一小節將 10000 組情境抽樣成 1000 組情境的結果來做比較。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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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抽樣直接模擬 1000 組未來情境 100 次的結果4： 

平均數 0.7180 

標準差 0.1462 

 

圖五：未經抽樣 100 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的直方圖 

前一小節利用均勻抽樣法重複抽樣100次後得到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結果，

其平均值為 0.7261，標準差則是 0.1310；為了驗證均勻抽樣法是否真的有效，我

們直接模擬 1000 組情境 100 次來當作對照組，結果其平均值為 0.7180，標準差

則是 0.1462。 

以平均值來看，利用均勻抽樣法的結果為 0.7261，相較於未利用抽樣法得到

的結果 0.7180，抽樣結果更接近理論值 0.7225 一些。而從標準差來看，利用均

勻抽樣法的結果為 0.1310，相較於未利用抽樣法得到的結果 0.1462，抽樣結果的

表現依然較佳。最後將 100 組期初高風險的最適權重繪製成直方圖後，也可以明

顯發現未利用抽樣法得到的結果有較大的變異。 

雖然從 100 組最適投資決策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繪製的直方圖都可以發現，

利用均勻抽樣法所得到的結果相較於未經抽樣所得到的結果具有較佳的精確性，

                                                       
4 直接模擬 1000 組未來情境 100 次之後，分別得到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詳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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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同前一小節所述，透過均勻抽樣法得到的期初最適投資決策，其變異是非

常大的。 

均勻抽樣法是參考 Yvonne C.(2002、2003)的作法，其只有考慮單一利率的

情境，將情境 n 年間的利率𝑖藉由顯著測度量化成一個數值，但為了符合 Vigna & 

Haberman 的投資模型假設，必須同時考慮兩種資產各自的顯著測度，所以本研

究將顯著測度修正成合理的型式。 

推論造成抽樣結果變異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將兩資產模擬報酬率的顯著

測度修正成相加的形式，因而無法完全反映出情境的特性。例如當某情境其中一

資產的顯著測度相對來說很高，但恰巧另一資產的顯著測度相對來說很低時，原

本在個別資產顯著測度的排序時，兩者應該會分別落在頭尾兩端，但修正後的顯

著測度因為是相加的形式，可能會使兩者互相抵消。因此在對修正後的顯著測度

進行排序時，極有可能因為上述理由而使該情境落於中間的位置，而無法充分反

映出兩資產極端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