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5594 

狀態 NC093FJU002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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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755205  

研究

生(中) 
陳宜仁 

研究

生(英) 
CHEN YI-JEN 

論文

名稱

(中) 

信用評等弱化先期有效檢視之探討—以 KMV 法檢視上市、櫃股票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Credit Comments etc.The Discussion That Is Weakened and Is Inspected 

Effectively In Advance – Regard Listed , The Taiwan TSE and OTC Stock as 

The Example Carefully with KMV Model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龔尚智博士 李宗培博士 

指導

教授

(英) 

Dr.Shang-Chi Going Dr.Lee Tsung-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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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信用風險 違約距離 KMV 模式 預警模式 信用評等 羅吉斯迴歸  

關鍵

字(英) 

Credit Risk Distance of Default KMV Model Warning System Model Credit 

Model Logistic Regression taiwan China 

摘要

(中) 

信用評等對投資人是一相當重要的參考指標，但評等結果只是一等級分

類，亦即，同一信用等級之不同受評公司，其違約風險應非一致，惟僅

賴信用評等無法詳細比較同等級間何一受評公司風險較小，不同的評等

公司對同一受評者亦會有不同的評等結果。因此，本研究嘗試利用

KMV 所發展之違約風險衡量模式，利用財務報表及證券市場的資料，

計算個別公司之違約間距，期能鑑別同一信用等級公司優劣，並避開信

用評等即將弱化之投資標的或往來之授信客戶，防範於初徵。 本研究包

括上市、上櫃公司計 22 種產業，1116 家企業，以民國 92 年第 3 季至 93

年第 3 季為估計期間，共計 1 年，以 3 種替代變數方式下所估計 92 年第



3 季至 93 年第 3 季之當季 DD 值及下一季信評分數降分及等級降等結

果，所獲得結論有： 1. 違約距離愈小之組別，下一季遭信評降分或降等

之公司數愈多，符合國外 KMV 公司經驗，違約距離應具領先預測能

力。 2. 影響信評公司降等因素頗多，無論以何種報酬率標準差所求之違

約距離，單靠此因素不易有預測效果。 3. 雖未能完全掌握公司實際會發

生信用弱化的情形，但仍能提供一具有預警能力之方法。  

摘要

(英) 

It is a quite important reference index to investors that credit history is commented 

etc., but the result of commenting etc. is only one grade classification, namely, the 

same credit grade, with commented the company, its default risk should be non-

unanimous. It is commented company's risk of which it is unable to compare with 

the grade in detail to only hang on credit and comment etc., A different one is 

commented etc. The company also has different results of commenting etc. the 

sample by the person who comment. So, try to utilize KMV default risk of 

development to weigh the way in this research, utilizing the material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security market, calculate the interval in breach of the 

specific company. Issues can distinguish the same Company from its good and 

bad credit grade. Avoiding credit comment investment target or is to believe 

customers to award exchanged weakened soon to wait,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it 

from seek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research includes being listed, covering to the 

cupboard company to count 22 kinds of industries, 1116 enterprises, as estimated 

time from the third season of the 92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third 

season of the 93rd year, it is altogether for one year. To estimate this season DD 

value of the corporation by three substituting parameter and to predict whether 

credit commented is downgraded.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include: 1. The group 

that the distance in breach is the smaller, the next company commented by the 

letter and lowered assigning to or lowered etc. in season counts and heals more, 

according with foreign KMV Company's experience, the distance in breach should 

lead the ability of predicting . 2. Influencing the letter to comment the company, 

there are factors lowering etc. No matter with which kind of rate of returns in 

breach distance standard deviation ask,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result of predicting by 

factor this only. 3. Although many fail to totally grasp the situation that weakened 

credit will take place in company's reality, but still it can offer a method with early 

w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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