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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
融工具」，減損模式由「預期損失模式」取代過去 IAS 39「已發
生減損模式」。預期損失模式要求企業評估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
後「信用風險是否有顯著增加」且「是否屬於低度信用風險」，
以兩準則判斷應認列 12 個月亦或是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提列
備抵損失。有鑑於台灣尚無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相關的衡量以及判
斷依據相關文獻，並考量資料取得之問題，選擇國外信用違約交
換（CDS）作為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釋例做探討。

本文將信用風險定義成違約機率，致力於提供量化判斷指標，
並簡化既有違約機率模型輔以彭博內建違約機率模型驗算其可行
性後，運用市場交易資訊如 CDS 指數和外部評等報告輔助判斷。

最後回歸台灣債券市場，利用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供公債
及公司債殖利率做適度轉換後可運用於做判斷依據之例子。

關鍵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違約機率、
預期損失、信用違約交換、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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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ll be officially effective from 1 January 2018, and the
impairment model of IAS 39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expected loss model”. The
expected loss model requires companies to evaluate the credit risk of an instrument, and
to judge “whether the credit risk of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whether it is a in a
low credit risk profile" after the original recognition. These two criteria mentioned
above are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12 months or lifetime amount of loss allowance to
be recognized.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is very few literature in Taiwan to discuss
how to capture or evaluate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data, in this paper choose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as an instance discussing the issue.

In this paper, credit risk is defined as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aiming at providing
quantitative judgment guideline. Compare the default probability (PD) deriving from
the simplified model revised by this paper to Bloomberg's model to measu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evious one. Then, utilize the market data, such as CDS index,
external rating report as criteria to compare with the PD of an instrument.

Finally, back to the Taiwan bond market, the paper will show an example of what
informant can be use or how to use to evaluate PD of bonds by using public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aipei Exchange.

Key words：IFRS 9, PD, ECL, CDS, credi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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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國際財報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逐漸成為
全球趨勢，至 2016 年全球採用 IFRS 國家高達 117 個，約佔全球具有證券交易
所國家之 9 成(PwC)1。鑑於增加財務報表可比性，有助於企業擴大資金來源亦或
降低籌資成本，與國際主流接軌儼然成為企業未來發展與競爭關鍵，為了因應全
球化的發展，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於 2009 年宣布按對象分別應
自 2013 年和 2015 年全面適用 IFRS。

由於 2007 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海嘯，使現行會計是否能
有效衡量金融工具受到質疑，現行公報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
與衡量」（IAS 39）中「已發生損失模式」產生減損延遲認列，使財報上呈現的
金融資產損失遠小於實際損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致力於使財務報表更能忠實表達金融工具的損益狀況，
2008 年開始著手擬定新公報，經過 7 年討論和多次修訂，最終在 2014 年 7 月完
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IFRS 9）取代 IAS 39。IFRS 9 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始生效，台灣也確定於 2018 年正式啟用。

1

PwC 2016 年報告「IFRS adoption by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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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9 與 IAS 39 差異最大的部分2為「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衡量、減損及避
險會計。就「分類與衡量」而言，衡量原則上更趨向於公允價值衡量，但對會計
處理變動不大，相較而言，分類則適用全新的分類原則，分別為（1）「合約現
金流量測試」，目的為辨別金融資產是否為債務工具；（2）「企業經營模式測
試」，目的為依照經營方式決定金融資產適當的衡量方式。值得一提，新分類與
衡量下，非債務工具之金融資產皆須以公允價值衡量。就「減損」而言將以「預
期信用損失模式」取代「已發生損失模式」，並要求信用風險評估需具前瞻性，
並須於每個報導日判斷企業金融資產之信用風險是否顯著提升作為判斷依據，若
信用風險顯著提升且非屬於低度風險特性則需要提列存續期間之預期損失至備
抵呆帳。就「避險會計」而言，放寬適用避險會計之範圍與條件，使避險會計可
更貼近企業風險管理實務。

過去台灣文獻多探討 IFRS 9 上線後對財務報表一次性的衝擊，唯 IFRS 9 後
續之適用上仍有需多問題需要克服。尤其在預期信用損失減損模式下，考量信用
風險如何評估上仍涉及諸多判斷，例如，如何持續評估之信用風險狀態？何謂低
度風險？如何評估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等實務面臨之問題。因此將本文將專注於
IFRS 9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違約機率之探討，希冀可以提出有用的參考依據或
概念供實務界使用。

1.2 研究目的
對金融資產信用風險做持續評估，不管是對金融業或是一般企業皆是相當大
本篇不討論金融負債，因 IFRS 9 多沿用 IAS 39 對金融負債作法，唯一差異為「指定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公允價值變動歸因於企業本身信用風險時應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除非此處理會引發或加劇損益之會計配比不當。」因此項差異已納入各業別財務報表編製準則並
自 2015 年起適用，故對台灣企業不構成差異。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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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其中債券占企業須作減損評估資產之大宗，本文考量一般企業資訊的取
得性與取得成本，以國內外市場交易資訊或公開資訊作為主要資料來源，並透過
釋例做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之適用探討，致力提供更明確且簡化信用風險狀態判斷
依據及更量化的資訊。

釋例以國外信用違約交換（CDS）做適用探討，主要考量 CDS 即是為了規
避信用風險而產生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一般而言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領先指標之
特色，因此考量 CDS 即符合 IFRS 9 需考量前瞻性之需求、且 CDS 具有相當活
絡交易市場和完善資料庫與豐富的相關研究資源。因此本文選用 CDS 作為探討
IFRS 9 信用風險判斷問題的敲門磚，希望能將 CDS 相似概念及原理應用於台
灣。

1.3 論文架構
第一章 緒論
涵蓋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整理並闡述 IFRS 9 與預期損失模式有關之條文
第三章 預期信用損失模型
將 IFRS 9 提出的 ECL 模型做更細部的拆解、介紹 CDS 商品及市場後，
介紹和透過 CDS 計算違約風險
第四章 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
真實數據之釋例探討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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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國內金融資產之相關規範
IFRS 金融資產之相關規範中有關金融工具的會計處理原有 IAS 39、IAS 32
「金融工具：表達」及 IFRS 7「金融工具：揭露」，由於 IAS 39 規定內容過於
複雜，因此促成 IFRS 9 產生，且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全面取代 IAS 39。

2.2 金融資產定義
依據 IAS 32 定義金融資產是指下列任何資產：
1.

現金（包括銀行存款）

2.

對其他企業的權益投資（如股票投資）

3.

企業有權利自另一企業收取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通常指債務工具 （如放
款、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債務證券等）

4.

企業有權利按有利的條件與另一企業交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通常指衍生
工具。（如買入買權、賣權）

5.

企業必須收取或可能必須收取，總價固定，變動數量企業本身權益工具（標
的物）的非衍生工具合約

6.

企業有權利將非以或可能非以固定金額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交換固定數量
企業本身權益工具的方式交割的衍生工具 （如以企業本身普通股為標的並
以淨額交割的遠期購買合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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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FRS 9 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衡量
在 IFRS 9 制定初期，曾考慮要求金融資產全面採用公允價值衡量，但慮及債
務工具主要風險來源為信用風險和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可以反映於後續減損上，
且若企業以收取本息為目的，則代表市場利率的變動對企業影響不大，因此最後
仍保留攤銷後成本衡量會計作法。

依據 IFRS 9（第 4.1 節）金融資產的分類應同時考量「企業經營模式測試」
及「合約現金流量特性測試」做為分類的標準，用以決定金融資產的衡量方式。
一、經營模式測試：經營模式是指企業對該項金融資產的管理及績效評估的方式。
依企業持有金融資產之目的可大致將經營模式可分為，分別為（1）收取合
約現金流量而持有（2）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資產（雙重目的）（3）其
他（不符合以上兩類者）
二、合約現金流量特性測試：評估該金融資產的現金流量是否為完全為支付本金
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採用合約現金流量特性測試主要是為了辨別出是否為純債務工具。若以工具
類別作為區分依據，企業若投資純債務工具，應按其投資目的決定採公允價值或
攤銷後成本衡量；對於其他非純債務工具投資（如股票、可轉換公司債），則全
面採公允價值衡量。分類與衡量流程如下圖表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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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資產分類判斷流程及衡量原則
資料來源：KPMG 簡報

2.4 IFRS 9 金融資產之預期信用損失模式
2008 年金融海嘯肆虐，讓投資人驚覺既有的 IAS 39 已發生損失模式未能忠
實表達金融資產實際面臨的風險，因此 IASB 擴大減損的適用範圍，加入不可撤
銷放款承諾與財務保證合約項目，並提出以「預期信用損失模式」評估減損。

2.4.1 IFRS 9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適用範圍
依據 IFRS 9 第 5.5.1 段內容，整理後預期損失適用範圍涵蓋：
•

分類為攤銷後成本衡量或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

放款承諾及財務保證合約中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依 IAS 17「租賃」之規定處理之應收租賃款

•

依 IFRS 15 之規定認列與衡量之合約資產（如：應收帳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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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預期信用損失認列
預期信用損失的認列適用方法大至可分為「一般作法」和其他特殊作法：
一、一般作法：企業適用三個階段的減損規定，認列 12 個月或存續期間的預
期信用損失為備抵損失。原始認列金融資產時，依金融資產狀況應分為「原
始認列時無信用減損」和「原始認列時有信用減損」，若於原始認列時無
信用減損，則適用三個階段的減損規定：
•

階段一：當企業購入金融資產時或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未顯著增加之期
間或是於報導日當日，此金融工具具低度信用風險3，企業得按未來 12 個
月預期信用損失4認列備抵損失，並以帳面價值總額乘以有效利率計算利
息收入。

•

階段二：一旦發現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除非企業判定此金
融工具於報導日當日具低度信用風險，在無客觀證據能顯示信用損失事件
之發生下，企業應按未來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5認列備抵損失，並以帳
面價值總額乘以有效利率計算利息收入。

•

階段三：報導日若有客觀證據顯示減損發生，企業應按未來存續期間預期
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以帳面價值淨額乘以有效利率計算利息收入。

若企業於前一個報導期間按存續期間衡量金融工具之備抵損失，但判定於本
期報導日不再符合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狀況，則企業應於本期報導日按 12 個月
預期信用損失衡量備抵損失。

3

依據 IFRS 9 第 5.5.10 段，企業若判定金融工具於報導日之信用風險低，得假設該金融工具自原
始認列後信用風險並未顯著增加。
4
金融資產預期在報導日後 12 個月內將發生之違約事件所導致之預期信用損失。
5
金融資產預期在存續期間內將發生之違約事件所導致之預期信用損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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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作法：企業應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衡量下列項目之備抵損失。
1.

金融資產於原始購入認列時有信用減損。

2.

依據 IFRS 9 第 5.5.15 段規定，適用簡化法6範圍：

•

屬 IFRS 15 範圍之應收帳款或合約資產，不包含重大財務組成部分（或
當企業依 IFRS 15 第 63 段之規定適用實務權宜作法）。

•

屬 IFRS 15 範圍包含重大財務組成部分之應收帳款或合約資產，企業選
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金額衡量備抵損失作為其會計政策。

•

屬 IFRS 17 範圍之應收租賃款，企業選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金額
衡量備抵損失作為其會計政策。

6

IFRS 9 第 5.5.16 段，企業得對應收帳款、應收租賃款及合約資產彼此獨立的選擇其會計政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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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報導日之減損規定應用流程
資料來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正體中文版（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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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預期信用損失衡量
一、依據 IFRS 9 第 5.5.17 段，企業應以反映下列各項之方式衡量金融工具之
預期信用損失：
1.

藉由評估各可能結果而決定之不偏且以機率加權之金額7

2.

貨幣時間價值

3.

與過去事項、現時狀況及未來經濟狀況預測有關之合理且可佐證之資
訊（於報導日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者）。

二、IFRS 9 第 B5.5.28 至 B5.5.29 段，金融資產之信用損失即為企業依據合約
可收取之合約現金流量與企業預期收取之現金流量間差額之現值。

2.4.4 判定信用風險顯著增加
一般而言，金融資產實際違約前信用風險會有顯著增加之現象，因此判定
信用風險是否有顯著跡象有助於反應金融資產的真實價值。也因此判定信用
風險的基準和反應信用風險依據與指標就顯得相當重要。IFRS 9 正文、應
用指引和實務指引等對此部分做相當多的著墨舉列如下：
一、依據 IFRS 9 第 5.5.9 段，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日評估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
後信用風險是否已顯著增加。作此評估時，企業應使用金融工具預期存
續期間發生違約之風險之變動，而非預期信用損失金額之變動。為作此
評估，企業應比較報導日金融工具發生違約之風險與原始認列日金融工
具發生違約之風險，並考量顯示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合理
且可佐證之資訊 (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者)。
ITG 對此解釋：「預期」信用損失金額之「預期」是指機率分配加權平均的術語，不應與最可
能結果之估計直混淆。（ITG 小組 IFRS Transition Resource Group for Impairment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是為了增進外界對「預期信用損失模型」瞭解，由具相關專業、技術或實務知識之
財務報表編製者及會計師所組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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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 IFRS 9 第 5.5.10 段，企業若判定金融工具於報導日之信用風險低，
得假設該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並未顯著增加。
三、依據 IFRS 9 第 5.5.11 段，若合理且可佐證之前瞻性資訊無需過度成本
或投入即可取得，企業於判定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已顯著增加時，
不得僅依賴逾期狀況之資訊。惟若無過度成本或投入即無法取得較逾期
狀況更為前瞻性之資訊（無論係以個別或集體基礎），企業得使用逾期
狀況之資訊以判定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已顯著增加。無論企業評
估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方式為何，存在一項可反駁之前提假設：當合約
款項逾期超過 30 天，則金融資產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
若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企業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者）顯示，
即使合約款項逾期超過 30 天，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仍未顯著增加，
則企業可反駁此前提假設。企業在合約款項逾期超過 30 天前即判定信
用風險已顯著增加時，則該可反駁之前提假設不適用。
四、依據 IFRS 9 第 B5.5.17 段，下列資訊（但並未全部涵括）於評估信用風
險變動時可能為攸關：
1.

自開始後信用風險變動所導致信用風險之內部價格指標之顯著變
動，包括(但不限於)若於報導日新創始或發行具有相同條款且相同
交易對方之某特定金融工具或類似金融工具所產生之信用價差。

2.

若於報導日新創始或發行現有金融工具 將因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
後信用風險變動而導致之利率或條款之其他顯著不同變動(例如較
嚴格之合約條款 擔保品或保證之增加 或較高之所得保障倍數)。

3.

具有相同預期存續期間之特定金融工具或類似金融工具之信用風
險之外部市場指標之顯著變動。信用風險之市場指標變動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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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


信用價差



借款人信用違約交換之價格（CDS）



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低於其攤銷後成本之時間長短或程度



與借款人有關之其他市場資訊，例如借款人之債務及權益工具
之價格變動。

4.

金融工具之外部信用評等之實際或預期顯著變動。

5.

內部信用評等實際或預期對借款人降級，或內部用以評估信用風險
之行為評分減少。內部信用評等及內部行為評分若與外部評等相對
應或由違約研究佐證則更為可靠。

6.

預期會使借款人履行債務義務之能力顯著變動之經營財務或經濟
狀況之現有或預測之不利變化，例如利率之實際或預期增加，或失
業率之實際或預期顯著增加。

7.

借款人營運結果之實際或預期顯著變動 例如造成借款人履行債務
義務能力顯著變動之實際或預期之下列情況：收入或利潤下降、營
運風險增加、營運資金不足、資產品質下降、資產負債表財務槓桿
上升、流動性、管理問題，或業務範圍或組織結構之變動。

8.

同一借款人之其他金融工具之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

9.

導致借款人履行債務義務之能力顯著變動之借款人監管經濟或技
術環境之實際或預期之重大不利變化 例如因技術演變致借款人所
銷售產品之需求減少。

10. 用以支持債務之擔保品價值或第三方保證或信用增強之品質顯著
變動，且該等變動預期降低借款人如期支付合約款項之經濟誘因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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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發生違約之機率。例如，若擔保品之價值因房價下跌而減少，
某些轄區之借款人有較強之誘因對其抵押貸款違約。
11. 若企業之股東（或自然人之父母）有誘因及財務能力挹注資本或現
金以避免違約，該企業之股東（或自然人之父母）所提供保證之品
質之顯著變動。
12. 預期降低借款人如期支付合約款項之經濟誘因之顯著變動，例如母
公司或其他關聯企業之財務支援減少，或信用增強之品質之實際或
預期之顯著變動。信用品質之增強或支持包括對保證財務狀況之考
量，及/或對於證券化中所發行之權益而言，次順位權益是否預期能
吸收預期信用損失（例如證券標的放款之預期信用損失）。
13. 放款條件之預期變動，包括預期違約所可能導致之免除或修改合約
條款、利息支付假期、利率遞增、額外擔保品或保證之要求，或工
具之合約架構之其他變動。
14. 借款人之預期績效及行為之重大變動，包括一群組之借款人償付狀
況之變動（例如合約款項延遲支付預期之件數或程度之增加或預期
接近或超過信用額度或預期僅償付每月最低金額之信用卡借款人
之預期人數顯著增加）。
15. 與金融工具有關之企業信用管理做法變動；亦即基於金融工具信用
風險變動之新跡象，企業之信用風險管理實務預期會更積極或聚焦
於管理該工具，包括更緊密地監管或控制該工具，或企業明確干預
借款人。
16. 逾期狀況之資訊，包含 IFRS 9 第 5.5.11 段所列示之可反駁之前提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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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低度信用風險
應用指引對於報導日信用風險低之金融工具之說明：
一、依據 IFRS 9 第 B5.5.22 段，若金融工具之違約風險低、借款人近期內履
行合約現金流量義務之能力強而經濟及經營狀況之不利變化於較長期下
可（且不必然）降低借款人履行合約現金流量義務之能力，則就第 5.5.10
段之目的而言，該金融工具被認為信用風險低。當金融工具僅因擔保品之
價值而被是為損失風險低，且若無該擔保品將不被認為信用風險低時，則
該金融工具不被認為信用風險低。金融工具亦不會僅因相較於企業其他金
融工具，或相對於企業營運所在地之轄區信用風險，其違約風險低，而被
認為信用風險低。
二、依據 IFRS 9 第 B5.5.23 段，企業於判定金融工具是否為信用風險低時，得
使用內部信用風險評等或其他方法，若該評等或其他方法係與全球所認知
之信用風險低定義一致且考量所評估金融工具之風險及類型。金融工具可
能被認為信用風險低之一例為外部評等列為「投資等級」者。惟金融工具
要被視為信用風險低，外部評等並非必須，但須將金融工具所有條款及條
件納入考量後，從市場參與者之立場被視為信用風險低。
三、依據 IFRS 9 第 B5.5.24 段，金融工具不會僅因前一報導期間被視為信用風
險低且於報導日未被視為信用風險低，即認列該金融工具之存續期間預期
信用損失。在此種情況下，企業應判定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已顯著
增加，因而是否須依第 5.5.3 段之規定認列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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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前瞻性資訊
一、依據 IFRS 9 第 B5.5.16 段規定信用風險分析係多因素且整體之分析；某
特定因素是否攸關及其權重（相較於其他因素），將取決於產品類型、
金融工具及借款人之特性以及地理區域。
二、另依據 IFRS 9 第 B5.5.51 段規定無須徹底搜尋資訊,使用之資訊應包括
借款人特定因素、一般經濟情況及於報導日對狀況之目前及預測走向之
估計。
三、ITG 會議－IFRS 9 減損相關議題中提及：不同的前瞻性資訊對不同特定
金融工具或組合，可能會有不同的攸關性，因此需要根據特定金融工具
或組合的實際情況及信用風險的驅動因素，採取差異化的方式，將前瞻
性資訊納入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評估及衡量預期信用損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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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衡量若無量化的衡量基礎，很難做有效的信用風險控管(Chawla,
Forest Jr et al. 2016)。本文致力於量化風險評估，因此將信用風險（risk of default）
定義為違約機率 （probability of default，PD）。本章將介紹預期損失模型、以
及介紹信用違約交換（CDS）此因規避信用風險而產生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3.1 預期信用損失計算
預期信用損失模型（expected credit loss，ECL）計算方法如下公式(1)，主要
涵蓋的組成因子有三，分別為違約機率（PD）、違約損失率（LGD）和曝險部
位（EAD），唯每個因子本身皆是相當大的議題，仍有諸多研究空間，本文僅鎖
定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議題，專注討論違約機率。
𝐸𝐶𝐿 = 𝑃𝐷 ∗ 𝐿𝐺𝐷 ∗ 𝐸𝐴𝐷

(1)

將 ECL 各則組成部分做拆解如下：
𝐸𝐶𝐿 = ∑𝑇𝑡=1(1 − 𝑃𝑡−1 ) ∗ 𝐶𝑃𝐷𝑡 ∗
= ∑𝑇𝑡=1

𝐿𝐺𝐷𝑡

(𝑃𝑡 − 𝑃𝑡−1 ) ∗ (1 − 𝑅𝑡 )

∗ 𝐵𝑎𝑙𝑎𝑛𝑐𝑒𝑡 ∗ (1 − 𝐶𝑃𝑅𝑡 ) ∗ 𝐷t

(2)

∗ 𝐵𝑎𝑙𝑎𝑛𝑐𝑒𝑡 ∗ (1 − 𝐶𝑃𝑅𝑡 ) ∗ 𝐷𝑡

(3)

𝑃𝑡 ：第 t 期的累積違約機率
𝐿𝐺𝐷𝑡 ：第 t 期的違約損失率
𝐷𝑡 8：第 t 期的折線因子（discount factor）
𝐶𝑃𝐷𝑡 ：第 t 期的條件違約機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default）
𝐶𝑃𝑅𝑡 ：第 t 期的條件提前還本率（conditional prepayment rate）
𝑅𝑡 : 第 t 期的回收率（recovery rate）

8

以無風險利率折現
16

doi:10.6342/NTU201701885

上述公式(2)和(3)對照，
•

𝐿𝐺𝐷＝1- 𝑅之意涵：一般債權人最關心議題為交易對手違約之後可以收回多
少比例的本金，即回收率（𝑅）
，因此當交易對手違約之違約損失率（LGD）
就等於 1-𝑅。

•

(1 − 𝑃𝑡−1 ) ∗ 𝐶𝑃𝐷𝑡 = 𝑃𝑡 − 𝑃𝑡−1 之意涵：(1 − 𝑃𝑡−1 )即為 t-1 期的存活機率，而
𝐶𝑃𝐷𝑡 則為在 t-1 存活機率下的條件違約機率，二者相乘後即是邊際違約機率
𝑃𝑡 − 𝑃𝑡−1 。

3.2 信用違約交換相關商品及市場介紹
信用違約交換是為了規避信用風險而產生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具備反應信用
風險之功能，且又具備衍生性商品領先指標特色，因此被選為本文衡量信用風險
之工具。

3.2.1 CDS 概念介紹
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CDS），主要是為了規避信用風險而
產生的衍生性金融商品，CDS 合約之標的物通常為特定公司債權（reference
obligation），因此可針對特定公司9債券的違約風險提供保險。CDS 合約中交
易主體分別為「違約風險保護買方」（protection buyer）、「違約風險保護賣
方」（protection seller）。違約風險保護買方透過定期支付固定的費用給違約
風險保護賣方，換取於信用違約事件發生時得到補償。保護買方須在契約期間
定期支付費用給保護賣方，直到發生信用違約事件。

9

CDS 合約中之特定公司又被稱為參考實體（reference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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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CDS 合約交易架構圖

保護買方每期需支付的費用，可視為購買保護所需支付的權利金
（premium10），金額等於名目本金11乘以信用利差（CDS spread12 ）。大多數
情況下，信用利差即 CDS 以年率之報價，但權利金實際支付多以 3 個月為單
位。
CDS 是透過店頭市場（over the counter）交易，契約原則是遵循 ISDA13所訂
定之標契約，並由買賣雙方直接議定。交割方式可分為實體交割或現金交割。
若採現金交割，賣方應支付名目本金與該參考資產違約時市值的價差給買方，
標的物無需轉移；若為實物交割，則支付名目本金金額與買方交換已違約的參
考資產。

3.2.2 CDS 種類介紹
本文僅針對單一參考實體的信用違約交換（single-name CDS）和信用違約交
換指數（CDS index）做介紹與探討。


單一參考實體的 CDS：Single-name CDS 為最基本的 CDS，用於衡量單一
公司之債券。

premium 報價單位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名目本金（notional principal），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面額、契約金額或用以計算交易雙方未
來應收付條件所依據之金額。
12
CDS Spread 通常以基點（basis points, bps）為單位
13
ISDA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成立於 1985 年，ISDA 協會致力於降
低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法律風險及信用風險，其中 2002 年 ISDA 推出標準化契約 Master
Agreement 後，對於信用風險事件建立明確定義，使得愈來愈多的投資機構願意參與市場，目前
會員組成來自 68 個國家，超過 850 個機構。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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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違約交換指數：CDS index 用於衡量特定族群報價之整體表現。Markit
集團為編列指數14的主要市場參與者，依據不同市場將指數分為 CDX 系
列與 iTraxx 系列：
1.

iTraxx：iTraxx 指數主要追蹤北美以外（如亞洲、歐洲等）市場之投
資等級或投機等級公司的 CDS 表現。指數追蹤標的以具高流動性和
可複製性為挑選依據。

2.

CDX：CDX 指數主要涵蓋區域為北美和新興市場，最具代表性指數
包括 CDX 北美投資等級、CDX 北美高收益等級、CDX 新興市場等
系列指數。
CDX 及 iTraxx 這兩大指數系列，除了依據市場區域外，又依不同的契

約期間、信評條件或產業部門，區分為許多指數供市場參考，展示如下圖
表 4。

圖表 4 彭博 CDS 指數 監控表（CDS Index Monitor）
CDS index 之組成與維持：指數主要採平均權重（equally weighted）作為編制基礎，且於每六
個月重新調整組成分、編製新系列指數 (序號為 1~N)；而各指數系列可包含 3、5、7、10 年期
之 CDS 合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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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CDS 隱含違約機率公式推導
CDS 訂價的基本原則為合約簽定當下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為零。由
CDS 保護買方角度出發為例，即「預期付出金額現值」等於「預期收到金額
現值」。

名目本金:$1
合約期限:5 年期
權 利 金:100 bp

圖表 5 CDS 合約交易 現金流量圖

因此在「預期付出金額現值」等於「預期收到金額現值」限制下，假設回收
率（recovery rate）15不變的情況下，即可透過市場交易出的 CDS Spread，推
出每期違約機率。本節提供兩個簡化作法計算違約機率，假設無須支付應計保
費（accrued interest）、沒有交易成本且不考慮稅狀況。
預期付出金額現值 ＝ 預期收到金額現值
Premium Leg

(4)

Default Leg

一、作法一：在不假設違約機率分配的狀況下，可透過市場交易出的信用利差
（CDS Spread），透過公式(4)推出每期的違約機率。假設名目本金為$ 1
且回收率（𝑅）為定值，推導如下：
𝑛 = 1（第 1 期）
15

本文通篇將回收率假設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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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付出金額現值： 𝑃𝑟𝑒 ∗ (1 − 𝑃1 ) ∗ 𝐷1
預期收到金額現值： (1 − 𝑅) ∗ (𝑃1 − 𝑃0 ) ∗ 𝐷1
符合公式(4)條件下，代入𝑃0 = 0，推出
𝑃1 =

𝑃𝑟𝑒
(1 + 𝑃𝑟𝑒 − 𝑅)

𝑛 ≥ 2， 𝑃𝑛 可通過下式解出：
預期付出金額現值：𝑃𝑟𝑒 ∗ ∑𝑛t=1(1 − 𝑃𝑡 ) ∗ 𝐷𝑡
預期收到金額現值：(1 − 𝑅) ∗ ∑𝑛𝑡=1(𝑃𝑡 − 𝑃𝑡−1 ) ∗ 𝐷𝑡
根據公式(4)，得到第 n 期累計違約機率為：
𝑃𝑛 =

𝑛−1
𝑃𝑟𝑒∗(∑𝑛−1
𝑡=1 (1−𝑃𝑡 )∗𝐷𝑡 +𝐷𝑛 )−(1−𝑅)( ∑𝑖=1 (𝑃𝑡 −𝑃𝑡−1 )∗𝐷𝑡 −𝑃𝑛−1 ∗𝐷𝑛 )

𝐷𝑛 (1+𝑃𝑟𝑒−𝑅)

符號說明：
𝑃𝑟𝑒：信用利差，即每期需要支付的權利金（premium %）
𝐷𝑡 ：第 𝑡 期的折現因子（discount factor）
𝑃𝑡 ：第 𝑡 期的累計違約機率（cumulative default probability）
𝑅：回收率（recovery rate）
二、作法二：延續(Duffie 1999)的模型以 Poisson 分配描述違約發生機率，並
做適度簡化，在不考慮應計保費（accrued interest）狀況下，結合(Hull 2010)
對違約密度𝜆的簡化公式，違約機率之推導如下：
Poisson 分配即在𝑡時間段內，事件發生𝑘次的機率為：
𝑃(𝑘, 𝑡) =

𝑒 −𝜆𝑡 (𝜆𝑡)𝑘
𝑘!

(5)

在 𝑘 = 0 的特殊狀況，即𝑡時段內沒有違約事件發生，又可稱為
存活機率，機率分佈為：
𝑃(0, 𝑡) = 𝑒 −𝜆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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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𝑒 −𝜆𝑡

違約機率則為：

(7)

此時（𝑘 = 0），𝜆16可被稱為風險比（hazard rates），在假設風險比恆定
下，則 t=1 時，
預期付出金額現值： 𝑃𝑟𝑒 ∗ 𝑒 −𝜆 ∗ 𝐷1
預期收到金額現值：(1 − 𝑅) ∗ (1 − 𝑒 −𝜆 ) ∗ 𝐷1
符合公式(4)條件下，可得到：
𝜆＝ln

𝑃𝑟𝑒+1−𝑅
1−𝑅

𝑃𝑟𝑒

𝑃𝑟𝑒

= ln (1 + 1−𝑅) ≅ 1−𝑅

(8)

−𝑝𝑟𝑒

綜上，將(8)代入(6) ，t 期的存活機率為：𝑒 1−𝑅 ∗𝑡

(9)

−𝑝𝑟𝑒

違約機率為：1-𝑒 1−𝑅 ∗𝑡

(10)

符號說明：
𝑃𝑟𝑒：信用利差，即每期需要支付的權利金（premium %）
𝐷𝑡 ：第 𝑡 期的折現因子（discount factor）
𝑃𝑡 ：第 𝑡 期的累計違約機率（cumulative default probability）
𝑅：回收率（recovery rate）
𝜆：單位時間內，偶發事件發生的期望次數；𝜆 > 0

3.2.4 CDS 隱含違約機率計算
本節將運用 3.2.3 節兩個違約機率作法，以實際市場交易出 CDS 作為違約機
率試算標的，並以實務界常使用的資料庫，彭博終端機所顯示的違約機率作為
對照，欲了本文 2 個作法與的彭博資料庫內建違約機率模型試算之差異。

此處 𝜆 也可被稱作違約密度（default intensity）或條件違約機率（conditional default probability）
，
為時間 0 到 t 期間之平均違約密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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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意志銀行優先順位17債（歐元計價18）之 CDS 作為計算範例（契約規格
如下圖表 6），藉由於交易日（2013/12/31）分別進入 1、2、3、4、5 年的 CDS
合約，因此可依據不同年期的 CDS Spread，算出不同年期之累積違約機率。
回收率（償還率）以彭博預設的 40%做計算，以利後續做比較。

圖表 6 德意志銀行優先順位債 CDS 契約規格
資料來源：彭博資料庫

根據下表格 1 和表格 2，本文違約率計算作法一與二與彭博提供的結果差異
不大，兩種做法與彭博違約機率差皆小於 0.3%，作法二與彭博計算結果差異
更小於 0.02%。彭博資料庫為受實務屆信賴之資料庫，唯作法二計算結果更接
近彭博之計算且計算上也比作法一簡單，因此本文後續之計算將以作法二計算。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做違約機率分配假設，法一與法二之間的差也在 0.3%
以內。下表格 2 作法一和作法二違約機率（PD）計算結果陳列。

即主順位債
根據契約說明彭博採用 ISDA CDS Fixing SWAP Index 作為無風險利率計算依據，因此計價幣
別會影響折現率。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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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不同作法累積違約率陳列

表格 2 不同作法間違約率的差

註:
第一欄:作法一 PD - 彭博 PD
第二欄:作法二 PD - 彭博 PD
第三欄:作法一 PD - 作法二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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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釋例

依據第二章預期信用模式內容，IFRS 9 在應用指引提及投資等級可為低度
信用風險一例，但由於信用評等變化較平穩的特色下，有不能及時捕捉公司信用
信用風險變化的疑慮，因此本文想透過市場交易資訊隱含的資訊來補足評等黏滯
性（sticky）問題(Hull 2010)。
在眾多金融商品中，CDS 的產生即是為了規避信用風險，其 CDS Spread 的
大小可很直觀表現出投資人對參考實體（標的）信用風險的評價，綜和上述兩點，
為本文選用 CDS 作為探討商品的原因。第 4.1 節將以國外具有 CDS 的公司且近
年來 CDS 有明顯變化作為個案挑選依據，選擇德意志銀行作為本案例分析標
的。

4.1 德意志銀行外部評等與 CDS 關係
根據下圖表 7 觀察：
外部評等變化可能較 CDS 落後：德意志銀行 2007/7 的 CDS Spread 跳升，

1.

但其標準普爾評等卻於 2007/8/2 由 AA-級升等至 AA 級。
CDS 補足同評級間的差異：

2.
•

2005/1/3~2007/8/1 和 2008/12/29~2013/7/1 期間評等同為 AA-級， 但
CDS Spread 平均卻相差甚遠分別為 28 點 126 點。

•

A+評級中 CDS 最高為 312 點、最低為 67 點，相差 5 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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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圖表 7 德意志銀行 5 年期 優先順位 無擔保債權 CDS Spread
資料來源：彭博、標準普爾公司

4.2 DB CDS IFRS 9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 應用釋例
本文所使用的 CDS 和 CDS 指數資料來源為彭博資料庫，資料期間為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月資料，總共涵蓋 36 個月，其中單一參考實體的資產
19

CDS 之標的皆為德意志銀行 5 年期優先順位無擔保債券，因此以下皆以 DB

CDS 簡稱之。

假設 A 企業於 2014 年 1 月 1 日購得 DB 公司債(見下圖表 8)，如何透過 CDS
判斷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以利做後續因應、可參考的判斷依據（比較之標的）與判
斷準則為何，為本節欲處理問題。

IFRS 9 重點提要：預期信用風險模式中，要求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日判定金
融工具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若企業若判定金融工具於報導日屬
於低度信用風險，則可假設該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並未顯著增加。

19

即 Single-name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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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 A 企業購買 DB 公司債當日 DB CDS 之報價（2014 年 1 月 1 日）

4.2.1 CDS 低度信用風險之判斷適用
根據 IFRS 9 對低度信用風險低之應用指引，可將投資等級資產視為低度信用
風險的判斷依據。本節將應用指引之投資等級定義做延伸，考量以下兩個方法作
為「低度信用風險」判斷依據（比較之標的）：
依據一：以標準普爾全球評等違約機率轉換成 CDS 作為投資等級的靜態標準
依據二：以 CDS 指數作為投資等級的變動標準

輔以以下判斷準則設定：
若 ｛標的資產之 CDS Spread｝ > ｛判斷依據之 CDS Spread｝，且頻率達每季
220次，則判斷該標的資產不屬於低度信用風險。

該頻率可由各企業自行訂定，因本文使用的為月資料定義為每個月最後一天交易日之資訊，
為了避免異常值干擾和避免過度頻繁轉換適用規定，又考量若要求每季中 3 個月皆必須符合
判斷 CDS Spread 大於判斷準則，可能會錯失於當季中第二個月後風險急速惡化之狀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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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一:以標準普爾公司投資等級的違約機率作為投資等級的靜態標準
下圖表 8 為標準普爾公司 2017 年 4 月 30 號發佈全球評等報告「2016 Annual
Global Corporate Default Study And Rating Transitions」(Vazza and Kraemer 2017)
中，全球各等級債券的平均累積違約率。本節將以投資等級之最低標準 BBB-評
級公司的違約機率作為計算和判斷依據。

圖表 9 全球公司平均累計違約率

根據公式 (10)可由 DB CDS Spread 推出的相應的違約機率、也從 BBB- 評級之
5 年債券平均累積違約機率（3.01%）回推至對應的 CDS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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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表 10 為 CDS Spread 與轉換後 BBB-評級之 CDS Spread 走勢及 CDS 轉
換成違約機率與 BBB- 評級違約機率走勢，可看出 CDS Spread 的走勢與違約機
率走勢幾乎完全一致，因此判斷 CDS 之標的物是否屬於「低度信用風險」上可
擇一判斷即可。本文之後皆以 CDS Spread 做說明。

(bp)

圖表 10 CDS Spread 走勢（左）違約機率（右）走勢一致

判斷準則：若｛DB CDS Spread｝>｛標準普爾 BBB-評級反映出的 CDS Spread｝，
且頻率達每季 2 次，則判定 DB CDS 標的資產（公司債）不屬於低度信用風險。

如上圖表 10 所示，DB CDS Spread 遠高於 BBB-評級違約機率轉換後之 CDS
Spread，因此若以標準普爾統計之歷史違約機率轉換成的 CDS 作為低度信用風
險的衡量標準，則衡量期間該年期公司債皆不屬於投資等級，考量至今德意志銀
行至信用評等皆屬於投資等級的狀況下，此判斷似乎過於嚴苛。

經探究原因，一般而言，由 CDS Spread 推算處來的違約機率皆高於歷史違
約機率(Hull 2010)，其中可能原因是為歷史違約機率反映的是債務人無法償付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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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但透過 CDS 等信用衍生性商品除了反映無法償付機率外，主要目的是捕捉
償付能力下降的狀況（何殷如 2012）。

依據二:以 CDS 指數作為投資等級的變動標準
由於判斷依據一，將歷史違約機率與由市場交易出的 CDS Spread 隱含的違
約機率一起比較，除了有資料性質不一致性的疑慮外，懸殊的違約率也無法提供
攸關的判斷。

考量依據一有資料性質不一致性的缺點，因此選用同為 CDS 相關產品的
CDS 指數比較標的（依據二）
，且運用 CDS 指數可衡量特定族群整體 CDS spread
表現的特性21，選用與 DB 地域和產業有相近性質之標的之 CDS 指數作為信用風
險狀況評估之依據。本文依指數編制標的皆為投資等級的企業和與 DB CDS 有
相近性質作為 CDS 指數之挑選原則，建議可以選擇 iTraxx 指數中的（1）歐洲 五
年期 優先順位債指數（MARKIT ITRX EUR SNR22，以下簡稱 ITRXEUR）或（2）
歐洲 五年期 金融產業 優先順位債指數（MARKIT ITRX EUR SNR FIN，以下
簡稱 SNR FIN）作為 DB 信用狀況變化的判定依據。

判斷準則：若 ｛DB CDS Spread｝>｛選定之 CDS 指數｝，且頻率達每季 2 次，
則判斷 DB CDS Spread 屬於低度信用風險。

下圖表 11 為 DB CDS、 ITRX EUR 指數、SNRFIN 指數走勢圖。

依據 IFRS 9 第 B5.5.16 節，信用風險分析應將產品類型、金融工具及借款人的特性與地理區域
納入考量。
22
為該指數於彭博資料庫之 Tick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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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 DB CDS、 ITRX EUR 指數、SNRFIN 指數走勢圖

假設 A 企業選擇以 SNRFIN 以為判定依據，依照上述判定標準。自 2014 年

第三季始，該 DB 公司債已不屬於低度信用風險範疇中，見下圖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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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 DB CDS 與 SNRFIN 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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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 SNRFIN 指數合約資訊

4.2.2

CDS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判斷適用

依規定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日評估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已顯
著增加，即應以金融工具原始認列日之信用風險作為比較基準。並強調企業應使
用金融工具預期存續期間發生違約之風險之變動，而非預期信用損失金額之變動
作為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判斷。而金融工具於報導日屬於低度信用風險，則可假
設該金融工具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並未顯著增加為一般作法之例外。

由第三章 CDS 隱含違約機率計算中，因為 CDS 使用名目本金的特性，即
EAD 恆定的狀況下，又假設回收率（𝑅）為定值下，反映出的違約機率變化即符
合上述衡量違約之風險之變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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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而言，金融工具存續期間違約風險與存續期間的長度成正比，因
此在沒用信用事件發生狀況下，金融工具存續期間違約風險應會隨時間遞減而逐
漸遞減。若直接以金融工具報導日存續期間違約機率與原始認列日的以金融商品
金融工具相比似乎有失公允。舉例，原始認列日購入新發行 10 年期的債券 A，
存續期間違約機率為 10%，和 9 年後該債券存續期間違約機率仍為 10%，若直
接以數值判斷，可能會忽視填補因存續期間變短而減少違約機率之信用風險惡化
狀況。
因此本文將利用 CDS 是以恆定年期（本例為 5 年）作為報價基礎之特色，
在存續期間內，皆使用 5 年 DB CDS Spread 做判斷依據，若風險有顯著增加現
象，再根據該債券真實的存續期間風險，提列備抵損失。
本論文判斷準則設定：
1.

若判斷報導日標的之 CDS 非屬於低度信用風險，則比較報導日標的之 CDS
是否較原始認列日顯著增加。

2.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門檻設定(Chawla, Forest Jr et al. 2016)提出可以固定變
動（20bp）或百分比變動（10%）作為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判斷。考量資產
本身原始的信用品質，和避免過度嚴苛的標準，本文將結合固定和百分比二
種作法，並各以 50％權重加權作為混合作法之一例，以 5%變動門檻（10%/2）
加 10bp（20bp/2）的固定門檻作為作為判定門檻：

｛標的資產之 CDS Spread｝ > {（原始認列日之 CDS Spread）*5% + 10 bp}且頻
率達每季 2 次，則判定為信用風險顯著增加。
綜合以上，A 企業應於持有 DB 公司債期間，做以下預期損失的認列：


2014 年第三季以前 DB 公司債皆符合低度信用風險標準，僅需認列 12 個月
的預期信用違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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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三季以後則適用信用風險顯著增加判斷的一般做法（見圖表 14）
即若報導日 CDS Spread 大於 98.35bp 達每季兩次 （84.1423＋84.14*5%+10）
則判定為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顯著增加，則應按存續期間信用違約損失認
列備底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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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 判斷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

比較若以 20bp 作為固定門檻，判斷依據為 104.14bp（84.14+20）；以 10%
作為變動門檻，判斷依據為 92.55bp（84.14+84.14*10%）
，即認列時點 CDS Spread
為 200 點以下用固定門檻比較寬鬆，反之亦然，而採用混合法作為判定依據就會
持續落於純固定門檻及純變動門檻之間，不受臨界值影響（200 點）。本文採用
二法各以 50％權重加權作為判斷依據，僅為混合法之一例，雖權重採用很主觀，
但以本釋例判定狀況如上圖表 14，DB CDS 突破本文作法計算出之判斷門檻
98.35bp 後；便有快速惡化之狀況，顯示本判定依據於此釋例有不錯的成效。
23

2014 年 1 月 1 日 CDS Spread 為 84.14 bp（見圖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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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灣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應用
台灣雖然沒有 CDS 市場，但仍可回歸信用利差（Credit Spread）原始作法，
透過公司債和公債之利差之計算。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OTC）提供每交易日
公債零息公債殖利曲線與公司債的參考利率曲線，透過適當轉換便可成為有用的
資訊。
一、 公債:OTC 提供兩種 Cubic B-Spline 和 Svensson 模型計算出之零息公債殖利率

Cubic B-Spline

28

25.5

23

20.5

18

15.5

13

10.5

8

5.5

3

6m

2.10%
1.90%
1.70%
1.50%
1.30%
1.10%
0.90%
0.70%
0.50%
0.30%
Svensson

圖表 15 2017 年 5 月 17 日台灣公債零息殖利率曲線

二、OTC 匯總四種中華信用評等公司之評等等級之債券參考利率（含息殖利率），
分別有 twAAA、twAA、twA 和 twBBB，如下表格 3。公司債參考利率取得
方式見下表格 4。
表格 3 2017 年 5 月 17 日台灣公司債參考利率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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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公司債參考利率資料取得方式（以 twA 評級為例）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OTC）
註:
1.

公司債參考利率為上表各券商提供之報價，以年付息且平價發行之虛擬債券為報價依據。

2.

平均利率為去除最高與最低利率後之平均值。

零息公債的殖利率曲線（yield to maturity, YTM）可視為無風險利率的即期
利率曲線（spot rate curve）；OTC 所提供公司債報價為平價發行，因此票面利
率（coupon rate）即為含息到期殖利率。為了使利率之間比較基準一致，以下部
分將說明如何將公司債含息殖利率轉為零息殖利率，透過以下公式（11）至（13）
可將公司債的含息殖利率轉換成理論即期利率（theoretical spot rate）。
債券價格等於未來現金流量折現：
𝐶

𝑀

𝑃𝑟𝑖𝑐𝑒 (𝑡) = ∑𝑡𝑖=1 (1+𝑟𝑠 )𝑖 + (1+𝑟𝑠 )𝑡 = ∑𝑡𝑖=1 𝐶 ∗ 𝐷𝑖 + 𝑀 ∗ 𝐷𝑡
𝑖

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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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𝑡 =

𝑃𝑟𝑖𝑐𝑒 (𝑡)−∑𝑡−1
𝑖=1 (𝐶∗𝐷𝑖 )

(12)

(𝐶+𝑀)

𝑡

1

𝑇ℎ𝑒𝑜𝑟𝑒𝑡𝑖𝑐𝑎𝑙 𝑠𝑝𝑜𝑡 𝑟𝑎𝑡𝑒(𝑡) = √𝐷 −1
𝑡

(13)

𝑃𝑟𝑖𝑐𝑒 (𝑡): 債券價格
𝑟𝑠𝑖 ： 𝑖 年期的即期利率（零息殖利率）
𝐶:票面利率（Coupon rate）
𝑀:到期償還本金，即面額
𝐷𝑖 ：第 𝑖 期的折現因子
以 2017 年 5 月 17 日 twA 公司債之參考利率為例，將含息殖利率轉換成理論即
期利率，如下表格 5：

表格 5 將 2017 年 5 月 17 日 twA 公司債之參考利率轉換成理論即期利率
註：
1.

因爲平價發行，表示票面利率等於 YTM（可對照表格 3 twA 列：1 年到 10 年的參照利率）

2.

假設債券面額為$100（因爲平價發行，因此債券價格也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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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債含息殖利率轉換成理論零息殖利率後，即可透過｛N 年期公司債理論
即期利率｝減｛N 年期公債即期利率｝得到｛N 年期的 Credit Spread｝
透過上式即可推出不同評級且不同天期公司債之違約機率，計算範例如下表
格 6:
表格 6 2017 年 5 月 17 日各年期 twA 等級公司債計算 Credit Spread 及違約機率

註：此處使用 Svensson 模型計算出之公債即期利率
每日券商對不同評級債券之報價，使 Credit Spread 則能更即時反應市場訊息，
補足評等過於平穩特性和捕捉同評等間的差異。

見下表格 7 twA 評級資產約略等於標準普爾投資等級之評等，因此可透過計
算每日 twA 評級 Credit Spread，畫出時 Credit Spread 之時間序列圖作為低度信用
風險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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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 中華信評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與標準普爾全球等級對應表

資料來源：中華信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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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面對 IFRS 9 即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始適用，除了對財報上一次性
的衝擊外，如何做好後續衡量與判斷更是企業未來數年持續需要面臨的考驗，針
對減損認列由 IAS 39「已發生損失模式」至 IFRS 9「預期損失模式」公報原則
性的條文，使實務上產生許多實施上困難。鑑於過去台灣與預期損失相關之文獻
多直接假定違約機率或假設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狀況下，作會計處理和預期損失
概念之闡釋，缺少違約風險之計算及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之探討。

本文透過整理並簡化兩個違約機率模型，並與彭博資料庫內建違約機率模型
算出來的結果做比較，驗證此二簡化模型之可行性與客觀性，以利後續研究參考。
並運用市場真實數據作為釋例，並活用 CDS 之相關商品，以解決 IFRS 9 要求信
用風險評估需具前瞻性之要求。透過延伸投資等級的意涵，將投資等級評等延伸
至投資等級之 CDS Spread，透過轉換成波動較大 CDS Spread 的企圖補足評等過
於穩定之特性。此外，針對低度信用風險提出明確的判斷依據和準則，並分析判
其可能面臨之局限性；也針對信用風險顯著衡量提出衡量標準。希望可透過判斷
依據篩選的過程或是邏輯，提供實務界更多將公報原則性條文落實之想法。

最終本文回歸台灣，提出可透過證券櫃檯買賣中心（OTC）每日提供之公債
與公司債殖利率，做適度轉換後，透過理論零息公司債殖利率減零息公債殖利率，
作為同 CDS index 功能判斷債券是否屬低度信用風險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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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台灣不具備信用衍生性商品，因此本文以國外例子作探討。本文最終章提及
台灣仍能以公司債與公債利差作為低度信用風險之判斷依據，唯考量到台灣債券
市場歷年成交量自 2005 年後便逐漸萎縮，且買賣斷交易佔比更是急速下降，隱
含台灣債權市場有流動性不足之慮，可能導致公債與公司債利率不具代表性，進
而影響衍生推論。
本文提供兩個簡化作法計算違約機率，假設無須支付應計保費（accrued
interest）、沒有交易成本、不考慮稅狀況且假設回收率(R)不變，往後研究可以
逐步放寬上列限制為研究方向。

5.3 未來展望
完善的債券市場有利於金融市場之發展，更是發展信用衍生金融商品基礎，
有了更多元的商品，提供投資人更多投資及避險管道，則有助於市場正向發展，
因此呼籲各相關單位重視債券之重要性。

除此之外，台灣有相當活絡之股票市場和權證市場，選擇權市場卻相當不活
絡，若能有完善的選擇權市場，則可透過不同履約價與到期月份選擇權契約，建
構出隱含波動度曲面（Implied Volatility Surface），則可作為信用利差外，公司
違約風險衡量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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