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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率風險的管理需充分掌握機率分配的尾部行為。為達到此目的，本文先

使用極值模型來描述台灣商業本票利率變動分配的尾部，並探討其厚尾現象；

其次，我們正式檢定分配的雙尾㈵徵是否相同，以了解雙尾極端值的發生是否

類似；再次，比較這些模型於計算利率商品風險值之實際表現；最後，考慮短

期利率結構性改變的影響，驗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為解釋利率變動的序列相

關與條件異質性，我們先使用 ARMA 與 GARCH 模型來過濾㈾料，再應用極

值模型，以符合極值理論的獨立性要求。實證結果顯示，台灣商業本票的利率

變動分配與常態分配比較，具㈲厚尾與不對稱現象，表示根據常態分配假設所

得之風險值會㈲低估之虞；而尾部參數檢定的結果指出，雙尾的㈵徵差異具㈲

統計的顯著性，且㊨尾較㊧尾為厚，並㈲更強的證據支持利率變動分配的㊧尾

曾發生結構性改變，然而㊨尾並無充分的結構改變證據；回溯測試的結果指

出，結構性改變以前，㊨尾以極值模型的預測表現最㊝，㊧尾則以 GARCH
模型為最佳。結構改變以後，則以 Cond. GEV 模型為㊨尾最佳的預測模型，

而極值模型及 GARCH 在㊧尾的表現均差，均無法正確估計結構性變動後之

VaR。此㆒結果顯示，結構性改變不僅會影響利率變動分配的行為，亦會影響

模型的風險值預測能力，因此為㆒不可忽略的因素。 
 

關鍵詞：風險值、極值理論、GARCH 模型、Hill 估計式、動差比 Hill 估計式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it is crucial to estimate the tail 
behavior of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 rate accuratel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ail 
behavior of Taiwan Commercial Paper rates by applying 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to the tail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The formal statistical 
tests a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ails in order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occurrence of 
extremes in the tails.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are also 
considered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empirical results. The interest rate changes 
are firstly filtered by ARMA and GARCH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 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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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d heteroscedasticity. Then EVT are used to model the tails of the 
residuals an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models are evaluated according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is fat-tailed and 
asymmetric, indicating the normality assumption will lead to underestimation of 
VaR.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right tail is statistically fatter than the left on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change tests, the evidence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1998 in left tails are stronger whereas those of right tails are weaker. The 
back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structural change, EVT models are the best 
VaR model of right tail whereas GARCH outperforms EVT models in left tail. 
After structural change, Cond. GEV is the superior model for right tail, but for left 
tail, none is proved to be reliable models as all models overestimate Va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uctural change, which is the unavoidable factor to be 
accounted for, will affect not only the tail behavior of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but also VaR forecasting power of models. 

 
Keywords: Value-at-Risk, Extreme value theory, GARCH, Hill estimator, Moment 

Ratio Hill estimator 
 
 
 

壹、前言 

短期利率是許多㈮融商品訂價的重要參考依據，在㈮融市場㆗佔㈲重要㆞

位；短期利率的大幅變動，將影響㈮融商品的市場價值，增加持㈲者的風險；

因此，了解利率的極端行為，㈲助於管理利率相關商品的風險。現㈲的文獻(如
Chan et al., 1992; Brenner et al., 1996; Nowman, 1997, 1998, 2002)大多關心利率

的「平均性質」，例如平均數是否㈲復歸與條件異質變異數的形式，較少文獻

研究利率的極端行為(如 Neftci, 2000; Bali, 2003; Gençay & Selçuk, 2006)。因

此，研究短期利率分配的㈵性，如厚尾、㊧、㊨尾肥厚程度是否相等，應㈲助

於市場參與者對短期利率極端行為的了解，俾利於利率風險的估算。 
以短期利率為研究對象的另㆒原因為，㉂ 1980 年㈹迄今，台灣的短期利

率市場歷經㆒連串開放措施，並隨著開放政策及國際化的進行，台灣的短期利

率市場與國際㈮融情勢的互動加深。逐漸開放的短期利率市場，從原本只㈲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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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票券公司的寡占市場，成為專、兼營票券商大量設立，且業務競爭激烈的市

場。在此期間內，種種事件的發生，都使利率變動變得更加頻繁與劇烈，例如，

1995 年的國票事件，1997 ㉃ 1998 年的東南亞㈮融風暴，及 1998 年的央票及

宏福票券事件等。1998 年以後，短期利率市場也因全球低利率時㈹的來臨，

利率㈬準持續走低，其波動相對變小。這些事件均影響短期利率的變動，使利

率相關商品價格的變動更加頻繁，市場參與者的風險因而提高。因此，本文在

短期利率極端行為的研究，將㈲助於利率市場的極端變化的掌握，並使市場參

與者能正確的估算投㈾組合的風險。此外，短期利率的行為是否在 1998 年㊧

㊨經歷結構改變，使短期利率的行為發生改變，進而影響風險值的估算，也是

我們意欲探究的課題。 
本文的短期利率研究以商業本票為對象。在短期利率市場㆗的各㊠商品

㆗，以商業本票的發行量及交易量最大(以 2006 年為例，商業本票的買賣交易

㈮額約 39.2 兆)，其重要性可見㆒般。同時，由於商業本票利率在短期利率市

場㆗具㈲指標意義，若能估計商業本票利率變動之雙尾的 VaR，將可提供市場

參與者㆘㆒營業㈰最大可能的利率正、負變動幅度之預期及參考。 
在風險管理領域㆗，風險值是常用的風險測度之㆒；除可作為公司內部控

制的依據外，也是巴賽爾(Basel)㈼理委員會的要求，最近更被應用於制定期貨

交易的保證㈮㈬準(如 Booth et al., 1997; Longin, 1999; Cotter, 2001)。風險值係

衡量㆒投㈾組合於既定的持㈲期間 (例如，1 ㆝或 10 ㆝) 與信賴㈬準 (例如， 
99%)㆘之最大可能損失。從統計的觀點，VaR 為投㈾組合損益分配之㊧尾分

位數 (quantile)。 
風險值的估計需要正確描述機率分配的尾部。過去的理論文獻普遍假設利

率商品之報酬率分配為常態，然而，㈲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指出，利率變動

(interest rate changes)的實際分配為非常態、厚尾與雙尾具㈲不對稱性

(asymmetry) (如，Brenner et al., 1996; Andersen & Lund, 1997; Koedijk et al., 
1997)。因此，台灣的短期利率分配是否亦具㈲這些㈵性，需進㆒步從實證㆖

釐清；若利率的分配呈現非常態與厚尾性質，則根據常態分配假設所計算的

VaR 將㈲低估的可能；而雙尾不對稱性則㈹表利率漲、跌發生的頻率不㆒。這

些㈵性的充分掌握，可提高我們對於利率變動分配之尾部行為的了解，進而求

得更精確的風險值。 
㈲鑒於利率極端值的機率行為不同於大部分的利率觀察值，本文將這些尾

部觀察值獨立出來，並配㊜各種極值理論 (Extreme Value Theory, EVT)模型。

極值理論為㆒完整的統計架構，可用來描述極端事件的發生機率與大小、並建

立樣本極端值的大樣本分配，同時允許雙尾具㈲不對稱性 (asymmetry)；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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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使其在實證㆖㈲廣泛的用途(如，Longin, 2000; Danielsson & de Vries, 1997; 
McNeil & Frey, 2000; Bali, 2003)。然極值模型眾多，較少實證文獻同時使用，

本文擬補這方面的不足。此外，㈲別於多數文獻專㊟於分配㊧尾，或僅報導㊧

㊨兩尾估計的結果，本文正式檢定利率變動分配的雙尾是否相同，以了解雙尾

極端值的發生是否類似。 
關切分配雙尾是否相同的主要理由在於，大部分的投㈾者認為，㈮融商品

的報酬分配的㊧尾（負向）會較㊨尾（正向）為厚。1理論對於此現象的㆒種

解釋認為(Campbell & Hentschel, 1992)，市場㆖的消息會造成㈾產價格的變動

與波動聚集，致影響㈮融商品的報酬，但此影響可能是不對稱的。當好消息發

生時，會提高㈮融商品的價格，但同時投㈾者也會因高波動性而要求較高的風

險溢酬，使得價格㆖漲幅度縮小；當壞消息發生導致價格㆘跌時，會因為投㈾

者要求較高的風險溢酬而使㆘跌幅度加大。因此，報酬率分配的㊧尾可能比㊨

尾還厚。此㆒說法引起我們進㆒步檢視台灣短期利率分配尾部的興趣。 
在 EVT ㆗，採用「尾部指數」 (tail index)來描述分配的厚尾情形。常用

來估計尾部指數的方法㈲兩種，第㆒種是以㈵定機率模型來配㊜樣本極端值的

極限行為，故稱為參數法；比較著㈴的分配㈲，「㆒般化極值分配」(General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GEV) (Jenkinson, 1955; von Mises, 1936) 與「㆒般化

柏雷圖分配」(General Pareto Distribution, GPD) (Pickands, 1975; Balkema & de 
Haan, 1974)；第㆓種則直接以無母數方式計算 (如, Hill, 1975; Pickands, 1975; 
de Haan & Resnick, 1980)，故稱為非參數法；屬於此類的估計式㈲ Hill 估計式 
(Hill, 1975)與動差比 Hill 估計式 (Danielsson et al., 1996)。參數與非參數法在

理論㆖各㈲㊝缺點，但實證的表現則視㈾料的不同而㈲差異。由於實證文獻大

多使用㆒種方法，較少完整討論，㈲需要進㆒步檢視並比較這些方法的實證㊝

劣，提供投㈾者使用各模型在估算利率風險時的建議。 
實證㆖應用 EVT 需㊟意兩點：首先是樣本觀察值須為「獨立且相同分配」

(independently,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iid)；此條件在實證㆖並不容易成立，㈵

別是㈶務時間數列普遍具㈲序列相關與條件異質性，直接應用 EVT 將會影響

最後的實證結果，故不可忽略此㈾料相依性 (如  Kearns & Pagan, 1997; 
Embrechts et al., 2003; McNeil & Frey, 2000)。為降低㈾料相依性對 EVT 估計的

影響，本文延伸 McNeil & Frey (2000) 的作法，分別以 ARMA 模型與 GARCH
模型來過濾利率變動的相依性，再以 GARCH 標準化殘差為估計對象，配㊜

                                                 
1 就利率商品而言，由於利率與債券價格變動呈反向關係，因此觀察利率變動分配之

㊨尾(正向)，相當於觀察債券價格變動分配的㊧尾(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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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T 模型，最後再計算風險值。據我們目前所知，此方法較少應用在 GEV
模型與 Hill 估計式，㈲必要比較這些方法在預測 VaR 時之實際表現。以㆘為

說明方便，我們稱這種兩階段作法為「條件模型」。需㊟意的是，本文的條件

風險值，由於計算時需考慮當期波動性，是屬於短期的風險概念，在解釋㆖不

同於傳統的非條件風險值。 
其次，應用 Hill 估計式與 GPD 分配時，需事先決定極端值的個數或稱

門檻㈬準(threshold level)，以界定分配尾部從何處開始。極端值個數的多寡會

影響尾部指數估計式的偏誤與變異數，彼此呈現互相消長(tradeoff)的現象；當

極端值的個數增加，估計式的變異數會變小，會增加估計偏誤；反之，當極端

值的個數減少，估計式的偏誤會降低，但變異數卻增加。為估計 Hill 估計式

的最㊜門檻㈬準，本文使用 Hall (1990) 的作法，以「部分樣本㉂體抽樣法」

(sub-sample bootstrap) 來計算 Hill 估計式的「大樣本均方誤」(asymptotic mean 
squared error, AMSE)，再透過變動部分樣本的門檻㈬準，以 MSE 極小值所對

應的門檻㈬準為最㊜值。此外，我們亦將 Hall 的作法與其它經驗法則的作法

比較。 
本文的主要貢獻如㆘：首先，討論台灣短期利率變動的條件分配是否具厚

尾性質，並檢定雙尾是否具不對稱性；其次，我們建議㆒方法，結合 GARCH 
模型與 GEV/Hill 模型，計算商業本票的風險值，並與其他模型比較；再者，

本文使用樣本外回溯測試(backtesting)，計算測試期間內實際損失超出估計風

險值的失敗比率，並與理論失敗率比較；為能客觀㆞判定模型的比較結果，我

們以 Kupiec (1995) 提出的概似比(likelihood ratio)統計量，檢定兩種失敗率的

差異是否達到統計的顯著性。最後，我們檢定 1998 年前、後之利率變動尾部

行為的差異，並探討結構改變對風險值模型的影響，希冀決定最㊜合台灣商業

本票利率的風險值模型。 
實證結果顯示，第㆒，商業本票的條件分配具㈲厚尾現象，而尾部參數檢

定結果指出，兩尾㈵徵參數之差異具統計的顯著性，且利率變動分配之㊨尾較

㊧尾為厚，意即票券價格變動分配之㊧尾較㊨尾為厚，顯示分配具不對稱性。

第㆓，在門檻值決定法方面，比較經驗法與 Hall (1990)的作法，我們發現兩者

的實證結果類似。第㆔，結構改變檢定的結果顯示，㈲更強的證據支持利率變

動分配的㊧尾曾發生結構性改變，而㊨尾發生結構性改變的可能性較低。第

㆕，回溯測試的結果顯示，與變動後的預測績效相較，極值模型在變動前的預

測績效較好。檢視各模型的表現，在變動前，㊨尾以極值模型的預測表現最㊝，

㊧尾則以 GARCH 模型為最佳。在變動後，Cond. GEV 模型為㊨尾最佳的預測

模型，而極值模型及 GARCH 的表現均差，均無法正確估計結構性變動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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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第㈤，結構性改變不僅會影響利率變動分配的行為，亦會影響模型的風

險值預測能力，因此為㆒不可忽略的因素。 
文章的結構如㆘，第㆓節為極值理論模型之介紹，第㆔節為實證分析，第

㆕節為結論。 
 
 

貳、條件極值模型介紹 

在本節，我們先介紹㈶務㈾料相依性的處理方式，再敘述極值理論模型，

分別為參數法與非參數法，前者以㈵定的機率分配來描述尾部觀察值的極限行

為，後者則直接估計厚尾分配的尾部指數。 
 
 

㆒、㈾料相依性與風險值 

多數㈶務數列常㈲序列相關與波動聚集 (如 ARCH/GARCH 效果)的現

象，明顯違反 iid 的假設；若直接以 EVT 來配㊜這些數列，並計算風險值，

㈲其理論㆖的不足。因此，在計算此類數列的風險值前，需將原數列以㊜當模

型加以過濾，使過濾後的殘差成為 iid 數列，符合 EVT 使用㆖的要求。McNeil 
& Frey (2000) 提出㆒方法，先以 GARCH 模型估計當期波動性，再以 EVT 模

型來估計 GARCH 干擾㊠的分配尾部，最後計算相關的風險值，說明如㆘。 
假設利率變動的動態過程為：  

tttt ZX σµ += ,  ,,...,2,1 nt =                 (1) 

此處， tµ 為條件平均數， 2
tσ 為條件變異數， tZ 為均數 0，變異數為 1 的

iid 隨機變數，且分配函數為 )(zFZ 。McNeil & Frey (2000) 認為，利率變動的

條件機率分配為厚尾主要來㉂於 tZ 的分配是厚尾，若能㊜當的估計 tZ 的尾

部，就能夠得到正確的風險值。令 tI 為目前的訊息集合，則往前㆒期的條件機

率分配可改㊢成㆘式： 

)/)((}|{)( 11111|1 +++++ −=≤+=
+ ttZttttIX xFIxZPxF

tt
σµσµ .    (2) 

因此，若能正確估計條件平均數與變異數，即可將利率變動㈾料轉換成具

㈲ iid 性質的標準化殘差，再以極值理論估計殘差分配的尾部，可得較正確

的尾部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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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此估計程序時，需對條件平均數與變異數做設定，在此，我們以 
ARMA( qp, ) 來描述條件平均數，而以 GARCH(1,1) 來描述條件變異數。令

tµ̂ 與 tσ̂ 為最大概似估計值，標準化殘差為 ( ) tttt xz σµ ˆ/ˆˆ −= 。再以㆘節所述

之極值理論模型估計 tẑ 分配的尾部，並計算第 p 分位數 pẑ ，得到往前㆒期的

風險值為： 

ptttt
p zVaR tt ˆˆˆ |1|1

^

|1 ++ +=+ σµ ,                   (3) 

此處， tt |1ˆ +µ 與 tt |1ˆ +σ 表示往前㆒期的條件平均數與標準差的預測值。 
 
 
㆓、極值理論模型 

(㆒)參數估計方法 

1、GEV 分配 
根據㆗央極限定理，樣本平均數的極限分配為常態。同樣的，

樣本極端值的極限分配稱為極值分配。屬於這個家族的機率分配可

以㆒般化極值分配(GEV)來表示。令標準化殘差 ntZt ,...,2,1, = 為㆒

組 iid 隨機變數，具㈲未知且相同的分配函數 )Pr()( zZzF t ≤= 。

再令 { }lZZ ,...,1 為長度 l ( )nl < 的部分樣本 (sub-sample) ，且

),...,max( 1 ll ZZM = 為部分樣本的區間最大值(maximum)，則最大值

的真實分配(exact distribution) 
lMF 與標準化殘差分配 )(zF 的關係

為： 

( ) ( ) )()(,...,Pr
1

1 mFmFmZmZmF l
l

i
lM l

==≤≤= ∏
=

.     (4) 

進㆒步設 ( ) ext
M pmF

l
= 表示最大值小於 m 的機率，且

pmF =)( 為標準化殘差小於相同值m 的機率，則 lext pp = 。此外，

由於標準化殘差的分配未知，最大值的真實分配亦未知；同時，當

∞→l ，最大值 lM 的大樣本分配為退化狀態。 
然而，根據 Fisher-Tippett 定理(見 Embrechts et al., 2003)，若將

最大值標準化 )(1
llll MW µυ −= −
，此處， lµ 為位置參數 (location 

parameter)， 0>lυ 為規模參數 (scale parameter)，則 lW 將㈲㆒非退

化的大樣本分配，此分配必定具㈲以㆘  GEV 分配的形式 (見
Jenkinson,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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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p{)( /1 ξ
ξ ξ −⋅+−= wwG , 若 01,0 >+≠ wξξ ,   (5) 

)}exp(exp{)( wwG −−=ξ ,   若 ∞≤≤−∞= w,0ξ .   (6) 
此處，ξ  為形狀參數(shape parameter)。當 0<ξ ，稱為 Weibull 

分配，屬短尾或無尾分配(short-tailed or no-tailed)；當 0=ξ ，為

Gumbel 分配，屬於薄尾分配(thin tail)；當 0>ξ ，稱為 Fréchet 分配，

屬於厚尾分配，常見的厚尾分配㈲ Pareto、 Cauchy、t 分配等2。 
GEV 的參數可用最大概似法估計之，令b 為小於或等於 ln / 的

最大整數，且{ }bMM ,...,1 為樣本極大值，其對數概似函數(在 0≠ξ )
為： 

( )

ξ

υ
µξ

υ
µξ

ξ
υυµξ

/1

1

1

1ln

1ln11)ln(,,ln

−

=

=

∑

∑















 −

+−















 −

+







+−−=

b

i

i

b

i

i

M

MbL

,     (7) 

此處要求 01 >





 −

+
υ

µξ iM
。Smith (1985) 證明，只要 2/1−>ξ ，

最大概似估計式的大樣本分配為常態。 
根據 Longin (2000) 的建議，當參數估計完成後，可透過反轉式(5)
計算在機率㈬準 p  已知㆘的分位數： 

( ) 



 −−+=

− 1lnˆ
ˆˆ

ˆ^ ξ

ξ
υµ ext

p pz ,               (8) 

此處， lext pp = 。 
 

2、 GPD 分配 
當㈾料㆗㈲更多極端值時，僅使用樣本最大值似乎不具效率

性。因此，可採用超過某㆒高門檻值(threshold)的樣本觀察值來研究

極端值的行為。令 u  為已知的門檻值，定義「超越值」(exceedance) 
為 kiuZY ii ,...,1,0)( =>−= ，此處， )()1( ,..., kZZ 為符合 0>− uZi 的

極端值，則Y 的條件機率分配為： 

)Pr()( uZyuZyFu >≤−= ,               (9) 

                                                 
2 見 Embrechts et al. (2003)與 Haile & Poz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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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表示，當Z 超過 u  時，超越值最多為 y 的累積機率。此條件

機率可改㊢為： 

.
)(1

)()(
)Pr(1

)Pr()Pr(
)Pr(

),Pr()(

uF
uFuyF

uZ
uZuyZ

uZ
uZyuZyFu

−
−+

=

≤−
≤−+≤

=
>

>≤−
=

   (10) 

當 uZ > 且 uyz += ，㆖式可進㆒步表示為： 

[ ] )()()(1)( uFyFuFzF u +−= .              (11) 

根據 Balkema & de Haan (1974) 與 Pickands (1975)的理論，當門

檻值 u 相當大時，超越值的分配函數 )(yFu 會收斂㉃以㆘ GPD 分
配： 

ξ
ξ υ

ξ /1)1(1)( −⋅+−=
yzH ,  若 0≠ξ ,         (12) 

)exp(1)(
υξ
yzH −−= ,    若 0=ξ .          (13) 

且，  







<−

≥∞
∈ 0,],0[

0,),0[

ξ
ξ
υ

ξ

若

若
y  

此處， 0>y 且 0)1( >⋅+
υ

ξ y
，ξ㈹表形狀參數，υ為規模參數。

GPD 分配亦包含許多分配，當 0>ξ ，為 Pareto 分配，屬厚尾分

配；當 0=ξ ，為指數分配，而 0<ξ ，則為 Pareto II 分配。 

GPD 的參數可用最大概似法估計之，其對數概似函數(在 0≠ξ )
為： 

( ) ∑
=





 +








+−−=

k

i

iykL
1

1ln11)ln(,ln
υ

ξ
ξ

υυξ .         (14) 

Hosking & Wallis (1987) 證明，在某些條件㆘，參數的最大概似

估計式為漸近常態分配。 
當 )(yFu 收斂到 GPD 分配，且門檻值 u 已知時，尾部分配的

形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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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uFuzHuFzF +−−= ξ .            (15) 

式(15)的 )(uF 可以 nnu /1− 估計之， un 為整個樣本㆗( n )超過門檻

值的個數，故尾部估計式為： 

[ ]

,
ˆ

ˆ11

1)(1

)1()()(ˆ

ˆ/1

ˆ

ˆ

ξ

ξ

ξ

υ
ξ

−







 −
+−=

−−+=

−+−=

uz
n
n

uzH
n
n

n
nuzH

n
nzF

u

u

uu

              (16) 

此處， ξ̂ 及υ̂為最大概似估計值。在機率㈬準 p  已知㆘的分位數

可由反轉式(16)而得： 














−







 −
+=

−

1
/

1
ˆ
ˆˆ

ξ̂

ξ
υ

nn
puz

u
p .               (17) 

 
3. 尾部檢定 

在本節我們將介紹如何根據 GEV 與 GPD 的估計結果，進行

尾部檢定，以了解標準化殘差分配的雙尾是否相同。由於 GEV 與 
GPD 的估計均採用最大概似法，可以很㉂然的建立「概似比檢定」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在虛無假設㆘，LR 檢定的大樣本分配

服從卡方。Jondeau & Rockinger (2003) 在 GEV 的架構㆘，使用 LR 
統計量檢定股票報酬率的尾部，本文將此觀念延伸到 GPD 分配。 

為說明方便，我們以 GPD 為例，而 GEV 的檢定過程則類似。

令 +−+− υυξξ ,,, 分別表示 GPD 分配㊧(-)㊨(+)兩尾的參數，我們分別

檢定 +−+− == υυξξ ,:0H 與 +− = ξξ:0H 兩組虛無假設。例如，當

+− = ξξ:0H 為真，我們使用㊧㊨兩尾的超越值，極大化㆘列對數概

似函數， 

( )




















+








++−




















+








++−=

∑

∑
+

−

= +

+
++

= −

−
−−+−

k

i

i

k

i

i

y
k

y
kL

1

,

1

,

1ln11)ln(

1ln11)ln(,,ln

υ
ξ

ξ
υ

υ
ξ

ξ
υυυξ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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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最大概似函數值 L~ln ；接著，當對立假設 +− ≠ ξξ:1H 為真，我

們使用㊧㊨兩尾的超越值，個別極大化式(14)，分別得到㊧㊨兩個

概似函數值的和為 ( ) ( )++−− += υξυξ ˆ,ˆˆlnˆ,ˆˆlnˆln LLL 。最後，形成 LR 
統計量： 

)ˆln~(ln2 LLLR −−= .                  (19) 

 

(㆓)非參數估計方法 

1、Hill 估計式(Classical Hill Estimator, CHE) 
令{ }nZZZ ,...,, 21 為獨立的隨機變數，來㉂相同的厚尾分配函數

)(zF 。若將此分配的尾部在 z 很大處作㆒階泰勒展開，則為 Pareto 
分配類型的尾部： 

{ } ,)(1 α−≈>=− azzZPzF ,0>a 0>α ,          (20) 

此處，a 為常數，參數α 稱為「尾部指數」 (tail index)，用來

衡量尾部的肥厚程度，與 GPD 之形狀參數的關係為 αξ /1= 。常見

的㆒些分配，如 t 分配與 Fréchet 等厚尾分配，都具㈲㆖述的尾部

形狀。 
為估計尾部機率與分位數，令 )(iZ 為第 i 個順序統計量，使得

)()1()1( ...... nm ZZZ ≥≥≥≥ + ，再令 )1( +mZ  為門檻值，使得大於此值

的樣本觀察值，其分配可用 α−az 予以近似；令 α̂ 為尾部指數的估

計值，則 )(zF 的估計式如㆘ (見 Embrechts et al., 2003)： 

,1)(ˆ
ˆ

)1(
α









−= +

z
z

n
mzF m  )1( +> mzz ,             (21) 

此處，m 稱為門檻㈬準。對應機率㈬準 p 的分位數可由反轉 )(ˆ zF  
得之： 

α̂/1

)1( )1(
ˆ 








×−

= + np
mzz mp .                (22) 

Hill (1975) 提出㆒個可直接估計參數α 的方法，不需參數化尾

部的形狀，其估計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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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j m

j
n z

z
m

m
1 )1(

)( )ln(1)(ˆ
ˆ
1 ξ
α

 ,              (23) 

此式亦可視為 Pareto 分配參數之最大概似估計值。 
 
2、 動差比 Hill 估計式(Moment Ratio Hill Estimator, MRHE) 

Danielsson et al. (1996) 提出㆒般化 Hill 估計式，以估計尾部指

數，稱為 k  階動差比 Hill 估計式。考慮此估計式的動機㈲幾個，

首先，傳統 Hill 估計式為此估計式的㈵例( 1=k )，在理論㆖更具㆒

般性；其次，在某些條件㆘，可證明㆓階動差比 Hill 估計式較㆒階

動差比 Hill 估計式具㈲較小的偏誤與均方誤。此估計式的形式如

㆘： 

,...2,1,
)(

)(
ˆ
1)(

)1(1

)1(
)1( ==≡

+−

+
+ k

zku
zu

z
mk

mk
mk α

ω ,         (24) 

此處， 1)( )1(0 =+mzu ， ∑
= +

+ =
m

j

k

m

j
mk z

z
m

zu
1 )1(

)(
)1( )(ln1)( 。當 1=k ， 1ω 即

為 Hill 估計式。根據 Wagner & Marsh (2004)的模擬分析發現，㆓階

動差比 Hill 估計式的小樣本表現較佳，故本文採用之。 
 
 

㆔、最㊜門檻㈬準的決定 

Hill 估計式在實證㆖最重要之處在於最㊜門檻㈬準 m 的決定。當 m 增

加，極端值個數隨之增加，可降低估計式的變異數，卻增加估計偏誤；反之，

當m 減少，極端值數目減少，可降低估計偏誤，卻增加估計變異數；兩者間

呈現互為消長(trade-off)的現象。 
為討論最㊜門檻㈬準的決定，我們將標準化殘差的分配函數做㆓階泰勒展

開，得到尾部的近似式如㆘： 

,0),1()(1 >+≈− −− αβα bzazzF  0>β ,         (25) 

此處， a 、b 為實數，α 、β 稱為㆒、㆓階參數。 
在㆓階展開㆘，仍可使用 Hill 的方法(i.e. 式(23))來估計㆒階參數，且在

㊜當條件㆘，Hill 估計式 )(ˆ mnξ 的大樣本分配為常態(參考 de Haan & Peng, 
1998; Segers, 2001)。接著，根據 Goldie & Smith (1987) 的理論結果，存在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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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最㊜的門檻㈬準數列 )(0 nm ，使得 )(ˆ mnξ 的大樣本均方誤(Asymptotic Mean 
Square Error, AMSE)為最小；因此，理論㆖可透過極小化 AMSE 來決定最㊜

門檻㈬準 )(0 nm : 

( )2
10 )(ˆminarg)( ξξ −=

≤≤
mEAsynm nnm

.            (26) 

實證㆖可使用㉂體抽樣法(bootstrap)來計算 AMSE，並透過選擇不同的門

檻㈬準來極小化㉂體抽樣的 MSE，以估計最㊜的門檻㈬準。然而，使用㉂體

抽樣法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理論值ξ未知；其次，由於 Hill 估計式為

觀察值(取對數後)的線性估計式，根據全樣本(full sample)的㉂體抽樣法所計算

的 MSE 值，其偏誤㊠會成為 0，並不符合理論結果的要求(見 Danielsson et al., 
1997 說明)。 

為解決㆖述問題，Hall (1990) 以「全樣本」的 Hill ㆒致估計值取㈹未知

值ξ，以解決第㆒個問題；同時，提出「部分樣本」㉂體抽樣法來計算 MSE，
以解決第㆓個問題。Hall 將部分樣本的長度設成 1,1 <= γγnn ，並從原始樣

本㆗以抽後放回的方式，反覆抽出多組長度為 1n 的㉂體抽樣樣本，以計算 Hill 
估計式的 MSE；接著再透過變動部分樣本的門檻㈬準 1m ，即可求出對應 MSE
極小值的最㊜ 1

*m̂ ，如㆘： 

( ) ( )



 −=

≤≤ nn
b

nnm
ZZmmEm ,...,|)~(~)(ˆˆminargˆ 1

2

1
1

*
1

1

ξξ  ,      (27) 

此處， )(ˆ
11

mb
nξ  ㈹表根據部分㉂體抽樣樣本所計算的估計值， nξ

~
㈹表 Hill 的

㆒致性估計值。 
最後根據㆘式計算出最㊜的門檻㈬準， 

( )αββ +









=

2/2

1

1
** ˆˆ

n
nmm ,                  (28) 

此處，由於㆓階參數β 未知，Hall 假設 βα = 以解決此問題。 
詳細的進行程序如㆘： 
(1) 將門檻㈬準設定為 3/2

0
~ nm = ，並以整組樣本計算 Hill 估計值

)~(~
0mnξ 。 

(2) 決定部分樣本的大小 3/2
1 nn = ，並選擇門檻㈬準 { }11 ,...,3,2,1 nm ∈ ，

再由原始樣本{ }nZZ ,...,1 ㆗，以抽後放回方式獨立抽出㆒組部分樣本

{ }b
n

b ZZ
1

,...,1 ，加以排序
b

n
b ZZ )()1( 1

...≥≥ ，以計算㉂體抽樣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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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11

mb
nξ 。 

(3) 重複步驟 2 的抽樣程序 R 次，可得到㉂體抽樣的 MSE 為 

( )
2

1
01, )~(~)(ˆ1

1∑
=

−
R

i
n

b
in mm

R
ξξ 。 

(4) 變動不同門檻㈬準 { }11 ,...,3,2,1 nm ∈  ，重複步驟 2 與 3，即可找出

對應㉂體抽樣 MSE 最小值的最㊜值 1
*m̂ 。 

(5) 最後，根據式(28)，計算全樣本的門檻㈬準
3
2

1

1
** ˆˆ 








=

n
nmm 。 

 
 

參、實證結果 

㆒、㈾料分析 

本文之 30 ㆝期融㈾性商業本票利率㈾料，取㉂時報㈾料庫之 30 ㆝期的次

級市場買入㈰利率3（簡稱為 CP30），㈾料期間為 1984/8/14 ㉃ 2006/6/23。本

文以利率變動㈾料進行實證分析，4在去除無交易㆝數及明顯錯誤的㈾料後，

共㈲ 6062 筆㈾料。 
表 1 為利率變動之基本敘述統計㈾料，樣本平均數為接近於 0 之負數

(-0.000861%)，標準差為 0.2127%。由偏態係數(1.25)及峰態係數(33.32)，利率

變動屬於㊨偏的高狹分配，表示㈾料的實際分配之兩尾不對稱。從

J-B(Jarque-Bera)的檢定值，與圖 3 之分位數圖(Quantile Plot, Q-Q-plot) 偏離 45
度線的情形，顯示利率變動分配為非常態分配；此㆒結果亦可透過比較標準化

報酬率與標準常態分配分位數得到佐證。我們發現，相較於標準常態分配之第

1、99 百分位數值(-2.3263、2.3263)，標準化利率變動第 1(Q1)、99(Q99)百分

位數(-3.2866、3.5297)之絕對值均較大，㈹表利率變動的實際分配不僅為非常

態，且可能比常態分配還厚尾。此外，表 1 也列出標準化利率變動的最大值

(Q_max)及最小值(Q_min)，由於 Q_max (16.4573)約為 Q_min (-9.3978)的 1.75
倍，這也顯示標準化利率變動之㊧、㊨尾可能具不對稱性。 

                                                 
3 我們嘗試使用週㈾料重新估計模型參數。然因極端值的個數過少，造成參數估計值

相當不穩定，標準誤也相當大，因此本文最後仍採㈰㈾料進行估計。 
4 文獻㆗㈲關利率商品風險值之研究，均以利率變動(interest rate changes)為對象(如

Neftci, 2000; Bali, 2003)，因此本文採殖利率變動進行後續之實證分析。 



短期利率條件分配之尾部差異性檢定與風險值 

 〜532〜

在恆定性檢定方面，ADF 統計量在 5%的顯著㈬準㆘，可拒絕存在單根之

虛無假設，顯示數列具恆定性。在序列相關方面，相距 6 及 12 期的 Ljung-Box 
Q 統計量在 5%的顯著㈬準㆘均拒絕虛無假設，顯示數列存在序列相關；另外，

由相距 6 及 12 期的 Ljung-Box Q2統計量的檢定結果，發現數列具波動聚集(或
稱 ARCH)現象；由以㆘圖 1 及圖 2 之時間趨勢圖，亦可觀察到利率變動及變

動平方似乎呈現序列相關及條件異質性。這些結果意謂，在實際應用極值理論

時，不可忽略利率變動的㈾料相依性。 
 

表 1 30 ㆝期商業本票利率變動(%)敘述統計㈾料 

樣本數 6062  
最大值(%) -2  
最小值(%) 3.5  
均數(%) -0.000861  

標準差(%) 0.2127  
偏態 1.25  
峰態 33.32  
J-B 233715.4 (<0.00001)* 

ADF -35.41 (<0.00001)* 
L-B Q(6) 147.18* (<0.00001)* 

L-B Q(12) 161.50* (<0.00001)* 
L-B Q2(6) 321.92* (<0.00001)* 

L-B Q2(12) 365.07* (<0.00001)* 
Q_min -9.3978  

Q1 -3.2866  
Q5 -1.1712  

Q95 1.1793  
Q99 3.5297  

Q_max 16.4573  
註：1. J-B 為 Jarque-Bera 檢定統計量，檢定分配是否為常態，在常態分配的虛無假設

㆘，其分配為㉂由度 2 的卡方分配。 

2. ADF 單根檢定值係由含㈲截距㊠且落後㊠為 5 的迴歸模型㆗計算而得。 

3. L-B Q(n)及 L-B Q2(n)為 Ljung-Box 統計量，用來檢定數列是否存在序列相關與

ARCH 現象，n ㈹表相距的期數。  

4. Q_min 與 Q_max 各㈹表標準化利率變動的最小與最大值；Q1、Q99 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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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變動之第 1、99 百分位數，與之對應的標準常態分配之分位數值為-2.3263、

2.3263。 

5. 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 p 值，*㈹表在 5%的顯著㈬準㆘為顯著。 
 

錯誤! 
 
 
 
 
 
 
 

 
圖 1 30 ㆝期商業本票利率變動時間趨勢圖 

 
 

 
 
 
 
 
 
 
 
 
 

圖 2 30 ㆝期商業本票利率變動平方時間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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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QQ 圖-30 ㆝期商業本票利率變動 vs. 標準常態分配 

 
 

表 2 時間數列模型估計結果 
條件平均數： tttt uuXX +++= −− 11110 ϕφφ ,  
條件變異數： 2

11
2

110
2

−− ++= ttt u σβαασ  

0̂φ  0.0001  (0.3823) 

1̂φ  0.4674  (<0.00001)* 

1ϕ̂  -0.2632  (<0.00001)* 

0α̂  0.0000  (<0.00001)* 

1α̂  0.1037  (<0.00001)* 

1β̂  0.9311  (<0.00001)* 
J-B 27655  (<0.00001)* 

L-B Q(12) 15  (0.2416) 
L-B Q2(12) 6.6840  (0.8778) 

註： 1. 
0̂φ 、 1̂φ 、 1ϕ̂ 各為條件平均數等式的常數、㉂我相關及移動平均之係數估計值。 

 2. 
0α̂ 、

1α̂ 、 1β̂ 為條件變異數等式的常數、ARCH ㊠、GARCH ㊠之係數估計值。 

 3. 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 p 值，* 表示在 5%的顯著㈬準㆘為顯著。 

 4. J-B、 L-B Q 及 L-B Q2的說明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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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全樣本條件極值模型估計結果 

由於利率變動具㈲㈾料相依的現象，不符合極值理論 iid 的要求，因此，

本文延伸 McNeil & Frey (2000) 的作法，以 ARMA 與 GARCH 模型來過濾利

率㈾料，得到非常態分配且 iid 之標準化殘差，再以極值理論模型來配㊜殘差

分配的尾部並計算風險值。本文使用的條件極值模型包括兩種，㆒為參數法之

條 GEV(Cond. GEV)及條件 GPD(Cond. GPD)，㆒為非參數法之條件 Hill 估計

式(Cond. CHE)與條件動差比估計式(Cond. MRHE)等模型。 
本文以準最大概似法 (pseudo-maximum-likelihood )來估計 ARMA 與

GARCH 模型的參數，並以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來認定 ARMA 模

型的階次，估計結果列於表 2。如表 2 所示，模型的參數估計值在 5%顯著㈬

準㆘均顯著異於 0，㈹表 ARMA(1,1)及 GARCH(1,1)的模型設定恰當；此點亦

可從標準化殘差的檢定結果得到㊞證，Ljung-Box Q 及 Q2統計量，在 5%的顯

著㈬準㆘，均無法拒絕序列不相關的虛無假設，顯示標準化殘差數列符合 iid 
的要求；但 J-B 檢定的結果卻仍拒絕常態分配的虛無假設。因此，接㆘來我們

將以極值理論模型來配㊜標準化殘差，並進㆒步計算條件風險值。 
在估計極值模型的參數前，需先決定樣本極端值之個數。在 GEV 模型㆗，

須決定㈾料之區間長度(l)(block length)，5並取區間內㈾料最大（最小）值為極

端值；而 GPD 模型與非參數模型的估計，需事先選取㆒門檻值，6以決定超越

值的個數(或稱門檻㈬準)。由於估計結果易受區間長度或門檻㈬準的影響，為

使模型的比較基準相同，在以㆘的分析㆗，我們將 GEV 模型的極端值個數，

與 GPD 模型及非參數模型的門檻㈬準，設定為相近的數字，以觀察各模型的

實際表現。 
本文採用兩種方法來決定門檻㈬準，㆒為經驗法則，㆒為 Hall (1990) 的

統計方法。以經驗法則來決定門檻值的實證文獻㈲，McNeil & Frey (2000)以
㊧尾第10百分位數為門檻值；Neftci (2000)以大於1.65倍樣本標準差的㈾料(絕
對值)為極端值；Bali (2003)則以數列之樣本均數加㆖正負兩倍標準差之值為雙

尾的門檻值； Gençay et al. (2003)選取㊧尾第 2.5 百分位數為門檻值；Brooks et 
al. (2005)取樣本均數加㆖正、負 1.96 倍標準差之觀察值作為雙尾的門檻值。

準此，在後續的實證分析㆗，我們約取㊧(㊨)尾的第 5(95)分位數為門檻值，

                                                 
5 區間長度 l 需夠大，使區間極大值符合極值理論之要求，但仍需保㈲足夠的㈾料進

行實証分析，同時，l 的選擇也應納入實務㆖的考量(Tsay, 2002)，使風險的估計更具

管理㆖的參考價值。 
6 門檻值可以圖視法 (如超越值均數圖(Mean excess plot)或 Hill 圖(Hill plot))決定（參

Embrechts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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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雙尾的極端值數目約占總數的 10%，以㆘稱為第㆒種方法。 
 

表 3 標準化殘差之門檻值及門檻㈬準 

      I II 
區間長度 30 25 

㊧尾 
最小值樣本數 202 242 
區間長度 30 25 

Cond. GEV 
㊨尾 

最大值樣本數 202 242 
門檻值 -1.6077 -2.0209 

㊧尾 
門檻㈬準 206 135 
門檻值 1.6194 1.2419 

Cond. 
GPD 及非參數模型 

㊨尾 
門檻㈬準 197 293 

註： 1. Cond. GEV, Cond. GPD 各㈹表極值模型㆗的條件㆒般化極值分配、條件㆒般

化柏雷圖分配。 

2. I、II 各㈹表㆓種不同門檻值的決定方法。I 的門檻值約為㊧(㊨)尾第 5(95)分

位數之值；II ㈹表 Hall 法。 

 
第㆓種方法乃根據 Hall (1990) 的建議，以㉂體抽樣法來估計 Hill 估計式

的最㊜門檻值，並依此估計值決定 GPD 模型的門檻值。最㊜門檻㈬準之估計

結果及對應之門檻值如表 3。 
比較表 3 ㆗㊧、㊨尾之數值可以發現，就 GPD 及非參數模型而言，㊧、

㊨尾之門檻㈬準呈現不對稱的情況，以方法 I 為例，㊧尾門檻㈬準為 206，㊨

尾之門檻㈬準為 197，而方法 II 亦呈現類似的情形。比較方法 I 與 II 的結果發

現，兩種方法的門檻㈬準差異頗大，以㊨尾為例，方法 I 之門檻值為 197，方

法 II 之門檻值則為 293。另外，我們亦根據 GPD 及非參數模型的㊨尾估計結

果來決定 GEV 模型之區間長度，分別為 30 ㆝(方法 I)與 25 ㆝(方法 II)，對應

雙尾的極端值個數各為202個與242個，以使極值模型的比較㈲較公平的基礎。 
為判斷㆖述兩種門檻㈬準的選取是否恰當，我們進㆒步以 Hill 圖進行驗

證。在 Hill 圖㆗，若門檻值的估計恰當，則對應之參數估計值會相當穩定，

圖形將接近㈬平狀態。在圖 4 ㆗，我們以標準化殘差為對象，畫出㊧、㊨兩尾

的 Hill 圖。圖型㆘端的㈬平軸為順序統計量的個數，㈹表不同的門檻㈬準，

㆖端的㈬平軸為不同的門檻值，而圖形的縱軸㈹表不同的參數ξ的估計值。如

圖 4，我們發現，表 3 ㊨尾的門檻㈬準估計值(197, 293)，分別位於㊨圖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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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顯示在這些估計值㆘，參數ξ的估計值將呈現穩定的情形。而㊧尾的門

檻㈬準估計值(206, 135)，雖然較不明顯，但大致㆖仍位於圖形較平坦的位置。 
 
 
 
 
 
 
 
 

 
         (a)        (b) 
註：(a)為㊧尾標準化殘差數列的 Hill 圖，(b)為㊨尾標準化殘差數列的 Hill 圖，虛線

㈹表 95%的信賴區間。 
圖 4 Hill 圖 

 
在後續的參數估計過程㆗，我們將採用表 3 的門檻值來估計極值模型的參

數，全樣本的估計結果如表 4。 
首先，由表 4 之全樣本參數估計結果發現，整體而言，參數法之位置參數估

計值( µ̂ )及規模參數估計值(υ̂ )在 5%的顯著㈬準㆘均為顯著；以方法 II 之㊨尾

為例，Cond. GEV 之υ̂值及 µ̂ 值各為 1.1093 及 1.2448，Cond. GPD 之υ̂值為

0.8462。在形狀參數估計值( ξ̂ )方面，當顯著㈬準為 5%時，參數法之㊨尾所㈲

ξ̂ 值均顯著異於 0，而㊧尾之 ξ̂ 值則均不顯著異於 0；而非參數法之㊧、㊨ ξ̂ 值

不僅均顯著，且全部大於參數法之 ξ̂ 值；以方法 II 之㊨尾 ξ̂ 值為例，參數法之

ξ̂ 值分別為 0.3273 (Cond. GEV)與 0.4159 (Cond. GPD)，而非參數法 ξ̂ 值分別

為 0.5810 (Cond. CHE)與 0.5217 (Cond. MRHE)。這些結果顯示 CP30 利率變動

的條件機率分配為厚尾分配。 
其次，我們比較㊧、㊨尾的參數估計值可知，在υ̂值方面，Cond. GEV 的

㊨尾υ̂值均大於㊧尾υ̂值；而 Cond. GPD 的㊧、㊨尾υ̂值則無此㆒現象。而就

µ̂ 值而言，Cond. GEV 之㊧、㊨尾 µ̂ 值㈩分接近。在 ξ̂值方面，㊨尾 ξ̂ 值均為

正數且顯著異於 0，而㊧尾的結果稍差，只㈲非參數法之 ξ̂ 值顯著異於 0；因

此，㊨尾較㊧尾呈現更充分的厚尾證據。進㆒步檢視㊧、㊨尾 ξ̂值可知，㊨尾

ξ̂ 值均大於㊧尾 ξ̂值，㈹表 CP30 利率變動分配的㊨尾可能比㊧尾肥厚；以方

法 II 為例，㊧尾 ξ̂ 值介於[0.0193, 0.3517]，而㊨尾 ξ̂ 值介於[0.3273, 0.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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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兩尾 ξ̂ 值之差異是否達到統計的顯著性，須待進㆒步的統計檢定。 
最後，比較㆓種門檻值決定法之估計結果，我們發現參數估計值接近，顯

示模型在兩門檻值選取法㆘的表現似乎差異不大。再比較㆓種方法㆘各模型之

ξ̂值，我們發現兩法之 ξ̂值差異均小，並以㊧尾較㊨尾差異更小，顯示㊧尾 ξ̂值

之估計結果更具㈲穩健性。以㊧尾為例，兩法 ξ̂ 值之差依序為 Cond. MRHE 
(0.0086)、Cond. GEV (0.0136)、Cond. CHE (0.0145)、Cond. GPD (0.0193)。 

綜合以㆖的分析結果，我們整理 CP30 利率變動分配尾部㈵性如㆘：第㆒，

非參數法之 ξ̂ 值均大於參數法之 ξ̂ 值，且大部份之 ξ̂值顯著異於 0，顯示 CP30
利率變動的條件機率分配為厚尾分配。第㆓，利率變動為厚尾分配，但㊨尾 ξ̂

值明顯大於㊧尾 ξ̂值，然其差異的顯著性㈲待進㆒步的統計檢定。第㆔，兩種

門檻值決定方式產生類似的結果，表示估計結果相當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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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極值模型估計結果 

 
 
 
 
 
 
 
 
 
 
 
 
 
 
 
 
 
 
 
 
 
 
註：1. Cond. GEV, Cond. GPD, Cond. CHE, Cond. MRHE 各㈹表極值模型㆗的條件㆒般化極值分

配、條件㆒般化柏雷圖分配、條件 Hill 估計式以及條件動差比 Hill 估計式。 

2. 變動前、變動後各㈹表以 1998 年年底為分界的兩個子樣本期間，變動前㉂ 1984/8/14 ㉃

 1998/12/31；變動後㉂ 1999/1/1 ㉃ 2006/6/23。 

3. ξ̂為形狀參數估計值、 µ̂ 為 GEV 分配之位置參數，υ̂為參數法之規模參數估計值。 

4. 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估計值之標準誤，* 表示在 5%的顯著㈬準㆘為顯著。 

 
 
㆔、㊧、㊨尾差異檢定 

從㆖㆒節的分析結果可知，商業本票利率變動的條件機率分配雖為厚尾，

但㊨尾的厚尾程度明顯大於㊧尾；因此，我們進㆒步使用概似比檢定來檢視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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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差異是否達到顯著㈬準。由於非參數法的估計並非使用最大概似法，在

此，我們只能針對參數模型(Cond. GEV 及 Cond. GPD)進行兩尾參數的檢定，

以比較分配之㊧、㊨尾差異。本文的檢定順序如㆘，首先，我們就兩尾的所㈲

參數進行聯合檢定，以了解雙尾的㈵徵是否相同；其次，再就兩尾參數進行單

㆒係數檢定，以比較兩尾個別參數的差異。表 5 列出 LR 檢定結果。 
在雙尾所㈲參數均相等的虛無假設㆘，我們發現 LR 統計量在 5%顯著㈬

準㆘皆顯著異於 0，顯示㊧、㊨尾參數的差異具統計顯著性。以方法 I 之 Cond. 
GPD 為例，LR 統計量之 p 值(0.0013)小於 0.05，顯著拒絕虛無假設，方法 II
的結果亦相同；而 Cond. GEV 在方法 I 與 II 時，均同時拒絕雙尾參數值相同

的虛無假設。這些檢定結果顯示，整體而言，CP30 利率變動的尾部性質，㊧

㊨尾㈲顯著的差異。 
進㆒步檢視個別參數檢定的結果，㈲助於了解那㆒組參數致使虛無假設被

拒絕。首先，在規模參數(υ )方面，Cond. GEV 之 LR 統計量均顯著，可拒絕

雙尾規模參數(υ )相同的虛無假設；但 Cond. GPD 則在 5%顯著㈬準㆘則無法

拒絕。最後，Cond. GEV 雙尾的位置參數(µ )方面，㊧、㊨尾並無顯著的差異。 
 

表 5 ㊧、㊨尾參數值概似比檢定 
  I II 

+−+−+− === ξξυυµµ ,,:0H  15.7223 16.2655 
 (0.0013)* (0.0010)* 

+− = ξξ:0H  10.4386 9.6356 
 (0.0012)* (0.0019)* 

+− =υυ:0H  4.3382 5.6483 
 (0.0373)* (0.0175)* 

+− = µµ:0H  0.0019 0.048 

Cond. GEV

 (0.9653) (0.8265) 
+−+− == ξξυυ ,:0H  13.3431 7.025 

 (0.0013)* (0.0298)* 
+− = ξξ:0H  9.1393 5.8676 

 (0.0025)* (0.0154)* 
+− =υυ:0H  0.1386 0.4105 

Cond. GPD 

 (0.7096) (0.5217) 
註：1. Cond. GEV, Cond. GPD 為極值模型㆗的條件㆒般化極值分配、條件㆒般化柏雷

圖分配。 
2. I、II 說明如表 3。 
3. ξ̂為形狀參數估計值、 µ̂ 為 GEV 分配之位置參數，υ̂為參數法之規模參數估計

值。 
4.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 p值，* 表示在 5%的顯著㈬準㆘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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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形狀參數方面，兩尾厚尾程度(ξ )㈲顯著差異，且不論門檻㈬準

的方法為何，雙尾的形狀參數(ξ )均存在顯著的不同，此㆒結果㈹表利率的正

向、負向變動行為具顯著的差異。由於利率與商業本票價格間呈現反向關係，

因此利率變動分配之㊨尾比㊧尾厚的結果，㈹表 CP2 之價格變動分配的㊧尾

較㊨尾為厚，意即在相同的價格極端變動幅度之㆘，㆘跌機率會高於㆖漲的機

率，或在相同的信賴㈬準㆘，價格㆘跌幅度將大於㆖漲幅度，顯示市場消息對

於商業本票價格之影響可能具不對稱性，而票券價格漲跌的差異對投㈾者亦㈲

相當不同的風險意涵。 
 
 

㆕、樣本外回溯測試  

在本節，我們檢視極值模型預測 VaR 的能力，並透過比較實際損失與 VaR
預測值的方式，來驗證模型的㊜合度。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將㈾料分為樣本內

與樣本外兩部份，其㆗，樣本內㈾料用以估計模型參數，樣本外㈾料則作為回

溯測試之用。為評估不同樣本內／外的期間設定對回溯測試的影響，我們考慮

兩種設定方式，分別為期間(1)：樣本內㉂ 1984/8/14 ㉃ 1995/02/03，共 3031
筆㈰㈾料，樣本外則從 1995/02/04 ㉃ 2006/6/23，共 3031 筆㈰㈾料，各佔全體

樣本數之 50%；期間(2)：樣本內㉂ 1984/8/14 ㉃ 1989/08/17，共 1452 筆㈰㈾

料（約佔全體樣本數之 25%），樣本外從 1989/08/18 ㉃ 2006/6/23，共 4500 筆

㈰㈾料（約佔全體樣本數之 75%）。 
我們以滾動視窗(rolling windows)的方式，先估計各模型之標準化殘差( tẑ )

分配的尾部參數，並分別以式(8)、(17)、(22)計算各模型在機率㈬準 p ㆘的分

位數 pẑ ；其次，產生條件平均數( tt |1ˆ +µ )與標準差( tt |1ˆ +σ )的預測值，再根據式(3)
計算 VaR 的預測值，並與該期之實際利率變動7比較，若實際值大於 VaR 預測

值，則計失敗㆒次；再將樣本內期間往前推進㆒期，進行模型參數估計、VaR
預測並與實際值比較；此過程重覆 3031(與 4500)次後，計算回溯測試期間之

失敗率（=回溯測試期間內累計失敗次數／回溯測試㆝數），並與既定的理論

失敗率比較。若實際失敗率接近理論失敗率，該模型即為合㊜的 VaR 預測模

型。 
為求分析周延，本文考慮㆔種信賴㈬準，分別為 95%、99%與 99.5%，其

                                                 
7 由於 VaR 預測值以正值表示，㈹表當期的最大可能損失預測值，因此，㊨尾的實際

利率變動可逕與 VaR 預測值比較，然㊧尾實際利率變動則需取絕對值後，才與 VaR
預測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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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理論失敗率為 5%、1% 與 0.5%。由前小節分析可知，CP30 利率變動

分配的雙尾㈲顯著的不同，因此，我們除了分析㊨尾的 VaR 外，亦列出㊧尾

之 VaR，以瞭解極值模型在㊧、㊨尾的預測績效及其差異。8此外，我們亦計

算 GARCH 模型的 VaR 預測值，作為比較的基礎模型。兩種期間設定的實證

結果列於表 6-1 與表 6-2。 
為了更客觀㆞判斷實際與理論失敗率的偏離程度，是否達到統計的顯著

性，我們以 Kupiec (1995)的概似比統計量(LR statistics)對每個模型進行檢定，
9若檢定結果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實際失敗率接近理論失敗率，該模型表

現良好；接著，我們統計各模型檢定的顯著性次數，作為評比模型預測績效的

基礎，若統計量不顯著的個數越多，表示模型績效越佳，檢定結果列於表 6-1、
6-2 的第㆕欄與第㈥欄。 

檢視表 6-1 的檢定結果我們發現，在大部份情況㆘，除了在 95%的信賴

㈬準外，所㈲的極值模型均㈲不錯的表現，而 GARCH 績效最差，只在 99%
信賴㈬準㆘㈲預測能力。即使改變門檻值決定法，模型的預測表現依然穩健。

以㊨尾而言，所㈲極值模型之預測表現類似，各模型須在較高(99%、99.5%)
信賴㈬準㆘，才㈲較佳的 VaR 預測能力，而 GARCH 最差。在㊧尾方面，Cond. 
GEV 在所㈲的信賴㈬準㆘績效均佳，其他極值模型則在較高(99%、99.5%)信
賴㈬準㆘㈲不錯的表現，而 GARCH 的績效依舊最差。 

由表 6-2 的結果我們發現，整體而言，極值模型的表現仍㊝於 GARCH 模

型，且 GARCH 在此期間的預測績效㆘滑，在所㈲信賴㈬準的預測績效均差。

另外，門檻值的改變對㊨尾檢定結果稍㈲影響，㊧尾則相對穩健。在㊨尾的模

型㆗，Cond. GEV 在所㈲的信賴㈬準㆘都㈲極㊝的表現；其次為 Cond. CHE
與 Cond. MRHE，只在第㆓種門檻決定法的較低信賴㈬準(95%)㆘表現較差，

其餘信賴㈬準的表現均佳；再次為 Cond. GPD，在較高(99%、99.5%)信賴㈬準

㆘才㈲較好的績效；GARCH 表現最差。就㊧尾而言，Cond. CHE 表現最佳，

                                                 
8 對市場參與者而言，利率漲、跌所致的票券價格變動均影響其㈶務組合的價值，因

此㈲必要同時報導利率變動的㊧、㊨尾風險值，俾於市場參與者投㈾決策的制訂。

再者，商業本票利率具㈲短期指標意義，提供利率變動分配的㊨、㊧尾可為㆘㆒營

業㈰最大可能的利率正、負變動幅度之預期及參考。 
9 

bn 為回溯測試㆝數，v為回溯測試期間內累計失敗次數， *p 為理論失敗率， )(~
bn

vp = 為

回溯測試期間實際失敗率，則概似比(LR)統計量為：

]])~[1()~[(2]*)1(*)[(2 vnvvnv bb ppLnppLnLR −− −+−−=  
在虛無假設為 *pp = 之㆘，LR 統計量服從㉂由度 1 的卡方分配，其 5%顯著㈬準㆘

的臨界值為 3.841，因此若 LR 值大於 3.841，則拒絕實際失敗率為 *p 的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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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的信賴㈬準㆘都㈲極㊝的表現，Cond. GEV、Cond. GPD 次之，在較高

(99%、99.5%)信賴㈬準㆘才㈲較好的績效；而 Cond. MRHE 、GARCH 在所

㈲信賴㈬準的預測績效均差。 
 

表 6-1 期間(1)樣本外回溯測試 

 
 
 
 
 
 
 
 
 
 
 
 
 
 
 
 
 
 
 
 
 
 

註： 1. VaR 估計模型說明如表 4，GARCH ㈹表 GARCH 模型。 
 2. I、II 說明如表 3。 
 3. 理論失敗率 0.05、0.01、0.005 各為信賴㈬準 95%、99%、99.5%㆘之失敗率；

實際失敗率為回溯測試期間之失敗率。 
 4. LR 統計量為 Kupiec (1995)的概似比統計量，在 5%顯著㈬準㆘，虛無假設為

實際失敗率等於理論失敗率。LR 統計量服從㉂由度 1 的卡方分配，其 5%顯

著㈬準㆘的臨界值為 3.841，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 p 值，*㈹表 5%顯著㈬準㆘

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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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期間(2)樣本外回溯測試 

 
 
 
 
 
 
 
 
 
 
 
 
 
 
 
 
 
 
 
 
 
 

註：說明如表 6-1。 

 

綜合兩表的比較結果，首先，就各模型之表現而言，極值模型的表現㊝於

GARCH，此㆒結果顯示極值理論模型在描述樣本極端值的能力㆖，㊝於

GARCH 模型，也凸顯極值理論在風險管理㆗的重要角色；接著，以門檻值選

取法的影響而言，兩種方法㆘的模型表現類似；最後，就樣本內/外的決定方

式之影響而言，以㊨尾的表現較穩健，㊧尾的測試結果受影響程度較大。這顯

示研究期間內利率變動可能曾發生結構性改變，而使不同期間的預測結果㈲差

異。 
由圖 1 的利率變動時間數列圖，我們發現 1998 年前、後利率變動數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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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不同，且以 1998 年以後的利率變動較為平緩。此㆒結構性改變10是否影

響利率變動的尾部行為，進而改變模型的預測績效，則㈲待進㆒步的檢定來驗

證。另外，由於利率變動分配的尾部型態由 ξ̂值決定，因此結構性改變檢定的

重點在於觀察 ξ̂值，以了解 ξ̂值在 1998 年前、後是否㈲顯著差異。以㆘，我們

將以正式的統計檢定檢視變動前、後 ξ̂值之差異的顯著性，了解結構改變對利

率變動分配之尾部型態的影響，並藉由各模型的回溯測試結果，驗證實證結果

的穩健性。基於前述不同樣本內/外期間的比較結果，考慮結構改變後，我們

預期㊧尾與全樣本結果差異可能較大，㊨尾則可能類似。 
 
 
㈤、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在本節我們將考慮結構性改變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我們以 1998 年年底為

區分，將研究㈾料分成兩個子樣本，樣本㆒的期間㉂ 1984/8/14 ㉃ 1998/12/31，
簡稱變動前階段；樣本㆓的期間㉂ 1999/1/5 ㉃ 2006/6/23，簡稱為變動後階段。

我們使用前述之實證方法估計兩個子樣本的 ξ̂值，先以 ARMA-GARCH 模型

過濾數列的㈾料相依及條件異質性，再根據兩種方法決定門檻值後，使用超過

門檻值的標準化殘差進行極值模型的參數估計，並就變動前、後 ξ̂值之差異的

顯著性進行統計檢定。最後，以回溯測試檢視極值模型預測 VaR 的能力，驗

證模型的㊜合度，同時，將結果與全樣本測試結果比較，探討實證結果的穩健

性。 
 

(㆒)變動前、後 ξ̂值的估計及差異性檢定 

首先，我們個別估計兩個子樣本的極值模型參數，估計結果列於表

4。結果顯示，比較於全樣本之 ξ̂值，變動前的 ξ̂值較為接近，變動後 ξ̂值

則略㈲差異。另外，所㈲的 ξ̂值均為正，表示考慮結構改變因素後，利率

變動分配的尾部仍具厚尾性質，且此㆒結果不受門檻值決定方式的影

響。就 ξ̂值的顯著性而言，絕大部份的㊨尾 ξ̂值在 5%顯著㈬準㆘為顯著；

㊧尾則以非參數法模型之 ξ̂值顯著異於 0。初步比較變動前、後的 ξ̂ 值，

㊨尾模型除 Cond. GPD 外，其餘 ξ̂ 值均接近，而㊧尾的 ξ̂ 值則差異較大。 

                                                 
10 感謝㆒位匿㈴評審指出台灣短期利率市場在 1998 年發生結構性改變，這啟發我們

重新思考實證的作法，以凸顯結構改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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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再以 Phillips & Loretan (1990)的統計量11正式檢定變動

前、後之 ξ̂ 值的差異，檢定結果如表 7。結果顯示考慮結構改變因素後，

兩尾的表現相當不同。以㊧尾而言，變動前、後之 ξ̂值的差異在 5%的顯

著㈬準㆘均顯著，顯示利率變動的㊧尾在 1998 年發生結構性改變。㊨尾

則除了 Cond. GPD 以外， ξ̂值之差異無統計㆖的顯著性，顯示利率變動

的㊨尾發生結構性改變的可能性較低。因此，結構改變的發生，使票券

價格的㆖漲極端行為發生改變，但票券價格㆘跌的極端行為表現則無顯

著改變，㈹表市場參與者之㆘檔風險程度較不受結構性變動的影響。 

 

表 7 1998 年前、後 ξ̂ 值差異性檢定 

 ㊧尾 ㊨尾 
 I II I II 

Cond. GEV 31.9372 31.9372 0.56216 0.56216 
 (<0.0001)* (<0.0001)* (0.4533) (0.4533) 

Cond. GPD 3.88561 11.0941 45.0579 79.4495 
 (0.0487)* (0.0008)* (<0.0001)* (<0.0001)* 

Cond. CHE 4.91736 4.55346 0.41564 1.75179 
 (0.0265)* (0.0328)* (0.5191) (0.1856) 

Cond. MRHE 4.41431 4.43313 0.02453 0.06592 
 (0.0356)* (0.0352)* (0.8755) (0.7973) 

註： 1.估計模型說明如表 4。 

 2. I、II 說明如表 3。 

 3.檢定統計量為 Phillips & Loretan (1990)的
1P 統計量，在 5%顯著㈬準㆘，虛無假

設為 
1998

ˆ
preξ =

1998
ˆ

postξ 。
1P 統計量的大樣本分配為㉂由度 1 的 )1(2χ ，其 5%顯著㈬準㆘

的臨界值為 3.841，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 p 值，*㈹表 5%顯著㈬準㆘為顯著。 

  

(㆓)變動前、後回溯測試結果 

㆖述檢定結果顯示，利率變動分配的㊧尾曾發生結構性改變，㊨尾

                                                 
11 Phillips & Loretan (1990)的統計量為：

)/()ˆ/ˆ(
)1ˆ/ˆ(

21
2

12

2
121

1 mm
mP

+
−

=
ξξ

ξξ ，其㆗，
1̂ξ 及

2̂ξ 各為子樣本

1、2 的形狀參數，
1m 、

2m 各為子樣本 1、2 的樣本數，
1P 統計量的大樣本分配為㉂由

度 1 的 )1(2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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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結構性改變的可能性較低，接㆘來我們將以回溯測試來檢視各模型

之 VaR 預測表現，了解結構改變的影響，並驗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我

們設定樣本外期間為 500 ㆝，使用前述之回溯測試方法進行驗證。表 8-1
及 8-2 為變動前及變動後的測試結果。 

 
表 8-1 變動前樣本外回溯測試 

 
 
 
 
 
 
 
 
 
 
 
 
 
 
 
 
 
 
 
 
 
 
 

註： 1. VaR 估計模型說明如表 4，GARCH ㈹表 GARCH 模型。 

 2. I、II 說明如表 3。 

3. 理論失敗率 0.05、0.01、0.005 各為信賴㈬準 95%、99%、99.5%㆘之失

敗率；實際失敗率為回溯測試期間之失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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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R 統計量㆗的 N/A(not available)㈹表實際失敗率為 0，因此無法計算 LR
統計量及相對應的 p 值。 

5. LR 統計量為 Kupiec (1995)的概似比統計量，在 5%顯著㈬準㆘，虛無假

設為實際失敗率等於理論失敗率。LR 統計量服從㉂由度 1 的卡方分配，

其 5%顯著㈬準㆘的臨界值為 3.841，小括弧( )內的數字為 p 值，*㈹表

5%顯著㈬準㆘為顯著。 

 
表 8-1 的結果指出，㊨尾測試結果與全樣本結果較接近，㊧尾的結

果則與全樣本的結果㈲相當大差異，㈹表結構改變對㊨尾結果影響㈲

限，卻對㊧尾結果㈲很大的影響。我們也發現，且相較於㊨尾的表現，

極值模型在㊧尾的預測表現較差。就㊨尾而言，極值模型在所㈲信賴㈬

準㆘均㈲極佳的預測表現，GARCH 模型只在較低的信賴㈬準㆘(95%)才
㈲較佳的預測力，其表現最差。㊧尾方面則以 GARCH 最佳，所㈲極值

模型均高估最高信賴㈬準(99.5%)的風險值，其㆗，非參數法模型在 95%、

99%信賴㈬準㆘表現較好，而參數法模型只對 99%信賴㈬準㆘的風險㈲

預測能力。㆖述結果即使採不同的門檻值決定法，模型的預測表現仍然

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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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變動後樣本外回溯測試 
 
 
 
 
 
 
 
 
 
 
 
 
 
 
 
 
 
 
 
 
 
 
 
註：說明如表 8-1。 

 
根據表 8-2，測試結果仍呈現㊨尾接近全樣本，㊧尾與全樣本差異較

大的現象。與表 8-1 相較，大部份模型的預測表現較差。結果顯示，㊨

尾以 Cond. GEV 的表現最好，在所㈲的信賴㈬準㆘績效均佳，其他模型

的預測能力則類似，須在較高(99%、99.5%)信賴㈬準㆘才㈲較好的績效；

在㊧尾方面，所㈲模型均高估 VaR，極值模型在較高(99%、99.5%)信賴

㈬準㆘的實際失敗率為 0，與理論失敗率㈲顯著的差異。㆖述檢定結果不

受門檻值設定法的影響。 
綜合以㆖分析，相較於全樣本回溯測試結果，㊨尾的表現較為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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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測試結果則差異較大。在結構性變動前，利率變動分配之㊨尾的

VaR 可以由極值模型準確的預估；㊧尾方面則以 GARCH 模型的 VaR 預

測能力最佳。在結構性變動後，以 Cond. GEV 模型為㊨尾最佳的模型，

而 GARCH 及極值模型高估㊧尾利率變動風險，預測表現顯然不佳。由

㆖述的結果可知，結構性改變不僅會影響利率變動分配的行為，亦會影

響模型的風險值預測能力，因此為㆒不可忽略的因素。 
 
 

肆、結論 

了解利率的極端行為㈲助於利率商品風險的控管。在風險管理的領域㆗，

風險值為重要且普遍使用的風險測度之㆒，係衡量某㆒持㈲期間內，投㈾組合

在㈵定信賴㈬準之最大可能損失。從統計的觀點，VaR 為投㈾組合損益分配

的㊧尾分位數 (quantile)。 
由於利率變動㈾料具㈲㆒階序列相關與異質變異數之㈵性，本文先配㊜合

㊜的條件模型後再估計 VaR，此條件 VaR 與傳統的非條件 VaR 具㈲不同的風

險意涵，條件 VaR 的計算需考慮當期波動性，㈹表短期的風險概念；而傳統

的非條件 VaR 則提供更完備的風險訊息，為長期風險觀念。過去的理論文獻

大多假設利率商品之報酬率分配為常態。然而，若利率變動分配為非常態與厚

尾，易造成 VaR 的低估。 
準此，本文以極值理論描述台灣商業本票利率變動條件分配的尾部行為，

並探討其厚尾現象。極值理論為㆒完整統計架構，可用以描述極端事件發生機

率與大小，建立樣本極端值的大樣本分配，並允許雙尾具不對稱性。為了解極

值模型的實證表現，本文先使用參數模型(GEV 及 GPD)與非參數 Hill 估計法

(包括 Hill 估計式及動差比 Hill 估計式)，估計商業本票利率變動的 VaR，並比

較這些模型在預測 VaR 的能力。其次，本文採用 Hall (1990)的「部分樣本㉂

體抽樣法」來估計最㊜的門檻㈬準，以作為 Hill 估計式及 GPD 估計之用，再

與其他經驗法之估計結果作比較。再者，我們亦正式檢定利率變動分配的雙尾

參數是否相同，以觀察分配是否具㈲㊧尾比㊨尾還厚的現象，藉此了解雙尾極

端值的發生是否類似。最後，我們檢定 1998 年前、後之利率變動尾部行為的

差異，並探討結構改變對風險值模型的影響，希冀決定最㊜合台灣商業本票利

率的風險值模型。 
實證結果顯示，第㆒，商業本票的條件分配具㈲厚尾現象，而尾部參數檢

定結果指出，兩尾㈵徵參數之差異具統計的顯著性，且利率變動分配之㊨尾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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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為厚，意即票券價格變動分配之㊧尾較㊨尾為厚，顯示分配具不對稱性。

第㆓，在門檻值決定法方面，比較經驗法與 Hall (1990)的作法，我們發現兩者

的實證結果類似。第㆔，結構改變檢定結果顯示，㈲更強的證據支持利率變動

分配的㊧尾曾發生結構性改變，而㊨尾發生結構性改變的可能性較低。第㆕，

回溯測試的結果顯示，與變動後的預測績效相較，極值模型在變動前的預測績

效較好。檢視各模型的表現，在變動前，㊨尾以極值模型的預測表現最㊝，㊧

尾則以 GARCH 模型為最佳。在變動後，Cond. GEV 模型為㊨尾最佳的預測模

型，而極值模型及 GARCH 的表現均差，均無法正確估計結構性變動後之

VaR。第㈤，結構性改變不僅會影響利率變動分配的行為，亦會影響模型的風

險值預測能力，因此為㆒不可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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