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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金融商品趨於多元化發展是為了降低風險及規避法令的限制，然而公司所

擁有的金融商品愈多，所面對經濟環境的衝擊就愈具不確定性。從霸菱銀

行的倒閉到美國長期資產管理公司(LTCM)的破產，都說明了加強風險控



管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風險值(VaR，Value at Risk)是國際間所發展出的一

項新興風險控管工具，它的概念簡單並可取代標準差或是 b 係數來衡量風

險。而風險值亦可涵蓋影響金融資產的各種不同市場因素，同時該模型也

可以測度非線性的價格風險問題，改善 CAPM 模式的不足。 本研究以票

券的組合為例，進行風險值的衡量與驗證。在利率期限結構的估算上採用

CIR(平方根)模型，而風險值則採用一階常態法、歷史資料模擬法及蒙地

卡羅模擬法，並配合不同的標準差估計法以及歷史資料期間，形成多種風

險值衡量模式進行風險值的衡量。風險值的驗證則採操作上的驗證。 本

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 1.商業本票利率期限結構方面，發現由於 2001 年

下半年處於景氣的低迷期，導致短天期票券的需求較長天期票券的需求熱

絡，使得出多條負斜率的利率期限結構。 2.在風險值方面，分為模型比較

及策略比較。 (1).模型綜合比較方面，不論在那一種策略下，一階常態法

下的風險值均較歷史模擬法與蒙地卡羅模擬法為高。另外，以風險值變動

幅度來看，蒙地卡羅模擬法的波動度最大，歷史模擬法的波動度最小。 

(2).在策略比較方面，單一型策略下，一階常態法的 10 天期商業本票的風

險值均小於 180 天期。組合型策略下，兩種策略在不同的風險值模型及參

數設定時並無顯著的差異。在單一型與組合型策略比較下，除了一階常態

法，投資組合型的風險值均介於單一型票券風險值之間。 3.風險值的驗證

方面，一階常態法在樣本期間中的表現最為嚴格，風險值最大，其不論在

回溯測試及前向測試上都有較佳的表現。反之，歷史模擬法則因為風險值

較小，在回溯測試及前向測試上的表現較不理想。  

摘要

(英) 

To reduce risk and avert related regulations, financial products are designed 

diversely. Indeed, continuous innovation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 not only is an 

efficient method, but also benefits busines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However, the 

more firms own financial products, the more they face uncertain risk. The case of 

Baring event and the bankruptcy of LTCM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sk 

management. Value at Risk (VaR) is an emerging tool of risk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Its concept is simple and can replace standard deviation or b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risk. On the other hand, Value at Risk (VaR) is an 

integrated way to deal with different market and different risk and to combine all of 

the factors into a single number which is a good indicator of the overall risk level.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aiwan’s bills market, and constructed a specific 

portfolio of bills. In this thesis, we try to compare VaR estimate and forecast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VaR models. The models are included equal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exponential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and 

historical simulation. As to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results, the research used the 

operative index, including Bach Testing and Forward Test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n Taiwan''s 

commercial paper(CP):because of a slumping economy in 2001, the demand of 

short term bills is more prosperous than that of long term bills. Therefore, we derive 

the downward sloping term structure. Second, the evaluation of VaR: including the 

aspect of model and strategy. (1). Model: VaR estimated by the Delta-Normal 

method is always larger than that estimated by the Historical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Besides, in the volatility of VaR, the most is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and the least is Historical simulation method. (2). Strategy: In 

single strategy, under the Delta-Normal method, the VaR of 10-days CP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180-days CP. In compound strategy, for different parameters and 

different model,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Ladder strategy and 

Barbell strategy. Compare with single and compound position, except Delta-Normal 

method, and the VaR of portfolios for the position are between two single strategies 

of our position. Final, during the empirical study period of this research, the Delta-

Normal method provided better results after Back Testing and Forward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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