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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國際金融環境快速變遷，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預定自 2006 年底-2007 年初實施

BaselⅡ，台灣的銀行正朝建置適合自己銀行的信用風險模型及機制邁

進，以期能有效控管銀行的信用風險。由於台灣的銀行主要的貸放對象

為中小企業，本文試圖建?一套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化系統，讓銀?根

據?化的信用風險值，隨時調整銀行的政策。 本文試圖利用 KMV 模型與

PFM 模型估計中小企業之預期違約機?，並?考個案銀行違約損失率的經

驗值，進而求得個別公司的預期損失率和未預期損失率，再進一步求得

投資組合的信用風險值。由於 Crouhy, M., D. Galai and R. Mark 曾提出影



響 KMV 模型最重要的參數為：權益報酬的標準差（ ）和投資組合中資

產間的違約相關係數（ ）。所以本論文針對（一） 採用：(1) 均等加權

平均法；(2)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法兩種方式估計；（二）資產間違約的相

關係數（ ）為不同的情況：:(1)假設獨立；(2)使用 Pearson’s 線性相關

係數求資產報酬相關係數；(3)假設完全正相關，可求得 、 ，再假設信

用損失分配為常態分配探討信用風險值的差異；最後，再輔以說明信用

損失分配為常態分配和貝它分配下信用風險值的差異。 實證結果發現：

（1）權益報酬標準差採取不同的方法衡量，會導致預期違約機率有顯著

的差異。（2）隨著違約相關係數的增加，無論權益報酬標準差衡量方法

為何，其信用風險值都會隨之增加。（3）使用指數移動加權平均法衡量

權益報酬標準差，所求得的信用風險值，會受違約相關係數的不同，而

有顯著的差異。（4）權益報酬標準差若採用不同方式衡量所估計出的信

用風險值將有顯著差異，可作為使用者使用上的參考指標。  

摘要

(英) 

As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anges quickly,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will implement Basel II in 2006-2007. Commercial banks 

in Taiwan will set up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system actively. Because banks in 

Taiwan loan mainly to private firms,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edit risk 

quantification system for banks’ credit portfolio with respect to listing and 

mediate or small businesses. This paper employs Moody’s KMV model and 

Private Firm Model to estimate the 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 (EDF), and uses 

the data providing by target bank. Incorporating EDF、LGD、EAD and maturity, 

this paper calculates CaR of loan portfolios. Crouhy, M., D. Galai and R. Mark

（2000） address：the equity return volatility（ ）and default correlation（ ）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s when we use KMV model. So,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ase which is measured by two ways-simple moving average method 

and exponentially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method. As to , I consider it under 

three situations(1) independence(2) assets returns correlation which is measured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and (3) completely positive correlation,and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CaR will be .Finally, I will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 of CaR which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credit loss distribu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1) when is measured by different way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DF. (2) no matter how is measured, CaR will increases as increases. 

(3) when is measured by exponentially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method, CaR is 

affected by significantly. (4) when is measured by different ways, CaR will b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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