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4914 

狀態 NC092FJU00214034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金融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1755258  

研究

生

(中) 

潘俊麟 

研究

生

(英) 
 

論文

名稱

(中) 

從信評等級衡量公司債初級市場信用價差―台灣市場之實證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Estimating Credit Spreads of Corporate Bond Issues by Credit Rating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aiwan Market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蔡偉澎博士 

指導

教授

(英) 

Dr. Wei-Pen Tsai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2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存續期間 公債 公司債 利率交換 信用評等 信用價差 迴歸分析 

關鍵

字

(英) 

Duration Government Bond Corporate Bond Interest Rate Swap Credit Rating 

Credit Spread Regression Analysis 

摘要

(中) 

本篇論文利用估計台灣公債市場殖利率曲線之存續期間調整法，推估公

債殖利率曲線，求出相同存續期間之公債與公司債價差，並同時考慮利

率交換利率等因素下，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從信用評等等級來衡量

公司債初級發行之信用價差，其目的有二： 1、衡量在不同信評等級下

公司債之信用價差 2、衡量在不同信評等級下公司債發行利率與利率交



換利率之價差關係 實證結果發現： 有擔保公司債信用價差及利率交換價

差皆與信用評等是無顯著的關係，而無擔保公司債信用價差及利率交換

價差與信用評等是具有顯著關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較佳信用評等之

無擔保公司債其信用價差及利率交換價差較小的關係是存在的，產生此

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債券型基金特別偏好具發行人與銀行雙重信用保障之

有擔保公司債，使發行利率或者是信用價差因供需失衡而偏離合理水

準，而公債殖利率曲線函數之推估誤差亦可能產生影響。 因此若欲以信

評等級衡量無擔保公司債初級市場信用價差或利率交換價差，並作為訂

價之參考，依據實證結果比較三種迴歸假設模式之 ，信用價差之迴歸方

程式適合度是較利率交換價差為佳，而三種假設模式相關程度依序為二

次曲線模式、線性模式、對數模式。  

摘要

(英) 

This thesis estimates the government bond yield curve of Taiwan by means of the 

dur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rate spread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bond and 

the corporate bond on the same duration. And the thesis also consider the factor of 

interest rate swap（IRS）rate to estimate credit spreads of corporate bond issues 

by credit ratings, from the use of regression analysis.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Estimating credit spreads of corporate bond at the different credit 

ratings. 2. Estimating the spreads between the rate of corporate bond issues and 

IRS rate at the different credit rating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secured corporate bond credit spreads and IRS 

spreads are not significant with the level of credit ratings. The unsecured corporate 

bond credit spreads and IRS spreads are significant with the level of credit rating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unsecured corporate bond credit spreads 

decrease as the better credit ratings.Th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a lot of bond fund 

manager preferred the secured corporate bond with bank credit enhancement.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issuing rate or credit spreads deviated reasonable standard for 

supply and demand disequilibrium. Moreover, error esti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bond yield curve may incur different impact. 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credit spread is better than IRS spread.And compared with 

the R-square of three regression models, quadratic model is the highest level,than 

follows linear model and logarithmic model. If we adopt credit ratings to estimate 

credit spreads of the unsecured corporate bond issues ,and as the referrence of 

pricing, the quadratic regression equation is the bette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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