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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違約預測：使用 Spark平台分析 P2P 借貸資料 

 

摘要 

 

由於 FinTech 數位金融的快速崛起，金融相關業務逐漸由線上申辦取代傳統作

業。在借貸方面，銀行為了降低呆帳風險，要求融資方必頇提供足夠抵押擔保品，

而融資方往往因為無擔保品而求救無門，其中包含信用歷史優良的客戶，因此 P2P

借貸平台為此需求而誕生。本研究探討如何在大數據 Spark 分析平台上使用 Scikit 

Learning 的程式庫來進行自動化機器學習流程，並以優化的角度來進行 P2P借貸模

型特徵值篩選以及參數和超級參數的最佳化，因而提高預測還款鑑定力。本研究分

析資料集是引用美國上市公司 Lending Club 公開資料，以投資方的角度來分析融資

方歷年的借貸資料，從中篩選特徵值，並利用隨機樹演算法結合自動化機器學習流

程來完成分析模型的訓練與測詴。我們提供預測信用良好的借貸者給投資方參考，

並由投資方根據自身的資金狀態從中選擇合適投資的融資方，進而達成精準預測融

資方是否還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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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 Default Prediction：Analyzing P2P Lending Data on the 

Spark Platform 

 

Abstract 

 

In the rapidly rise FinTech era, traditional financial-related business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online digital finance. From a new loan, the bank always requires a borrower 

to provide  certain amount of collateral for risk reduction. However, a borrower 

sometimes cannot meet this requirement, even with a good credit history. A P2P lending 

platform is created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ssue for how to 

proceed automated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 through P2P lending model’s features 

selection with parameter and hyper-parameter optimization. By using Scikit Learning 

libraries on the big data analytics Spark platform, we can predict who are borrowers with 

good credits. We apply Random Forest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in the automated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 to analyze the Lending Club open datasets from a lender 

perspective. A predicted list of high credit borrowers is available for investors to select to 

achieve high loan retur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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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1 研究動機 

Internet 的發展與普及，誘發 FinTech 數位金融，及 P2P 網路借貸平台等

Internet 金融的發展趨勢。而各類 Internet 金融模式異軍突起，透過搜尋引擎、

行動商務、社群網路、資料挖掘等領域的相互結合，反向為 Internet 的發展開創

了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的新模式[4]。 

其中，屬 FinTech數位金融新模式代表類型的 P2P 網路借貸平台(Peer to Peer 

Lending, P2P， 以下簡稱 P2P )，主要是透過網路技術平台與成本優勢，將擁有

閒錢的投資人或中小 企業同有需要融資人或中小企業，利用線上資源進行配對。 

但是在 P2P 借貸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有許多剛加入的 P2P 的投資方也因為

面對大量的融資方不知從何投資，融資方的資料如何分析、如何在短時間內選擇良

好的融資方等，一系列的問題使其面臨虧損以及不良的融資方躲債的案例亦是不計

其數，所以如何創造一個「低風險、高效率、趨穩定」 的預測模型顯得尤為重要，

其中貸款違約預測分析是經常被提及的一個解決方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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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討如何運用自動化的方式進行機器學習，以降低人工頻繁介入的可能

性，藉由 Scikit Learning 的 Pipeline 的函式介面，規格化演算法及對應的參數，

自動化的正規化資料庫數據及後續的模型訓練及測詴，再配合 RandomForest 演算

法的特性，進行特徵值的篩選，降低不良欄位造成的雜訊影響，並研究篩選出來的

特徵值，分析並列出正反指標的特徵值，提供投資方進行選擇融資方的案件。接著

再以超參數優化(HyperParameter Optimization)，優化演算法所需要的參數，因為演

算法參數多樣化且複雜，如果以人工方式一一校調，是非常繁複且無效率的工作，

藉由 Randomized Search 的方法，快速採樣參數並進行參數校調，進行參數的排名，

得到一組良好的參數再引進至機習學習模型，來優化訓練模組，以期在測詴階段的

數據可以得到不錯的表現。 

目前台灣的法律並無通過針對 P2P 借貸的相關的條文，目前的 P2P借貸在台灣

的法律上，只能被定位為民間借貸，無法發行金融證券來保證投資方的權益，平台

只能進行雙方的撮合，也沒有在金管會的監督之下運作，對於投資方實為一大隱憂，

故本研究利用美國的借貸俱樂部(Lending Club)的例子，引述它的運作模式進行說

明，目的在日後台灣在研究 P2P借貸的可行性及合法性時，可以列為參考。 

本研究藉由自動化學習的方式，配合優化的流程，建立模型預測分析，預測融

資方的借貸狀況，並在最後探討其特徵值欄位數據對融資方借貸影響，藉由以上的

研究方法，希望未來能提供相關方面的助益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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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各章節概述 

本文第二章是研究架構的背景說明；第三章則是對於相關研究說明；第四章會

針對系統架構作完整的描述，並且針對數據分析、篩選特徵值、訓練及測詴模型作

部分詳述；第五章為研究方法的驗證與系統實作部分說明；第六章則為總結本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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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背景 

 

 2.1 點對點借貸模式 

主要透過網路平台從事點對點信貸仲介服務的新模式。透過平台幫助資金需求

者尋找到有出借能力的人群。P2P網路借貸仲介平台負責擬定交易相關借貸的規則，

規範平台上交易的投資方與融資方。另一方面，透過 P2P 網路平台幫助投資方和

其他投資方共同分擔一筆借款額度的方式來分散風險，融資方可以在平台上充分比

較資訊後從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利率條件。P2P 公司的獲利來源主要收取仲介服務費

作為平台的回報，可參考圖一的模式。 

P2P網路借貸迅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是網際網路的發達和 2008 年的金融危機。

Lending Club 是在 2007 年成立。2008 年爆發金融危機，一般金融機構開始緊缩

信用貸款，很多資金需求者很難申請到無抵押貸款，因而轉向 P2P平台借贷。其次，

P2P 借貸和民間借貸本質相同，相較於傳統銀行貸款的形式，P2P 網路借貸有幾個

基本特點：第一點借貸門檻低，借貸雙方只要有良好信用，即使缺乏擔保抵押品，

也能獲得貸款。第二點交易方式的靈活性，在借貸金額、利息、 期限與還款方式

等，都比傳統銀行靈活。P2P 網路借貸平台 往往簡化繁瑣的申請審核過程，經平

台評估符合標準下手續簡單直接，能迅速滿足融資方的資金需求。第三點風險與收

益率高，P2P 的融資方多數是被傳統金融機構拒絕的客戶，故願意承受更高的利率

獲取貸款。因此對投資方而言，收益相對較高。另一方面，P2P 的缺點是對融資方

的徵信只依靠少部分訊息，對客戶資訊的真實性與還款能力的審核仍然是一個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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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和風險來源。 

 

圖一：P2P借貸平台的流程示意圖 

 2.2 借貸俱樂部 

借貸俱樂部（以下簡稱 Lending Club）2007 年 5月在美國加州成立，主要是透

過網路平台的快速傳播特性及朋友之間的相互信任，利用 Facebook 平台和其他社

區網路及網路線上社群將投資方和融資方聚集[2]。Facebook 是當今全球最流行的

社交網路平台擁有眾多的使用者。Lending Club 具有固定的貸款利率及貸款 3〜5 

年期限。融資方在進行貸款交易前必頇要經過嚴格的信用認證 A-G 分級，利率介

於 6.78﹪〜27.99﹪但實際借款利率取決於信用評分、貸款金額、貸款期限和信用

卡使用情況。出借人可以經由網站流覽融資方的資料， 並依據自己能夠承受的風

險等級或是否是自己的朋友來進行借款交易。 

Lending Club 的運作模式不採取競標方式，是根據不同融資方的信用等級給

予不同的固定利率。融資方可以在 Lending Club Facebook 平台發出借款請求或

是在 Lending Club 的官網上加入會員再提出申請，Lending Club 會利用 Facebook 

的平台是因為大多為認識的朋友或同學，所以多數融資方都覺得將借款請求在 

Facebook 公佈會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同時也不必將自己的信用資料公佈，增強了

隱密性。Lending Club 的平均貸款額度為 5500 美元，最低 1000 美元，最高可

達 3.5 萬美元。Lending Club 模式除了劃分信用等級外，網站另規定固定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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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利用 Facebook 網路交際平台為公司服務。 

以上是針對 Lending Club的介紹和大致上的流程，而實際上 Lending Club在

進行借貸的過程，融資方的信用是需要經過 Lending Club 及第三方的驗證，不然

會有融資方資料造假的疑慮，而融資方的還款和投資方的資金借出，中間是如何進

行撮合，以下是介紹融資方及投資方在 Lending Club 平台上的借貸流程，也可參

考圖二的流程： 

1. 融資方到 Lending Club 的網站上提交借款申請，Lending Club 將匿名的借款

資料列在網站上以供投資方選擇。 

2. 投資方根據分析工具進行投資和決定投資額度，Lending Club 向投資方索取金

額。 

3. Lending Club 將融資方的信息發給猶他州的 WebBank(一家受政府監管的傳統銀

行)，並進行貸款申請。 

4. WebBank審查融資方的信息然後發放貸款，將錢貸款給融資方。 

5. WebBank 將貸款作為證券賣給 Lending Club。 

6. Lending Club 正式成為貸款的所有者並將其記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並支付

WebBank貸款金額。 

7. Lending Club 發行該貸款的無擔保結構化票據，Lending Club 將票據給投資

方。 

8. 融資方每月償還本息給 Lending Club。 

9. Lending Club 每月依票據償還本息給投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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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Lending Club 借貸流程示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 Lending Club上的貸款實際上是銀行(WebBank)批准的，而且銀

行是其中關鍵的一步。如果沒有銀行的批准，整個 Lending Club 的從融款方到投

資方的流程無法完成。同是這也意味者是由 Lending Club 為擔保者，銀行只面對

Lending Club，故融資方無頇提供抵押品。 

根據以上幾個步驟，Lending Club 通過網際網路非常高效率的將融資方和投資

方連接在一起。從融資方填寫網上申請到最後收到錢，可能也就幾天的時間。而且

整個過程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參與，這樣既節省了人工成本又提高了效率。相反，如

果融資方通過傳統銀行借錢，整個流程少則幾個禮拜，多則幾個月，甚至因為無抵

押品而借不到錢，Lending Club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困境，進而提供這項服務。 

 2.3 Spark平台 

Apache Spark 是一個開放式叢運算框架[7]，最初是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AMPLab 所開發。Spark 是利用記憶體內計算引擎建立而成，可視需要來將資料永

久保存在記憶體內和磁碟中。相對於 Hadoop 的 MapReduce 會在執行完工作後將中

介資料存放到磁碟中，Spark 使用了記憶體內運算技術，能在資料尚未寫入硬碟時

即在記憶體內分析運算。 

另外，Spark 的優勢如下，一、Spark 是用 Scala 語言編寫的，可以執行在 Java

虛擬機器上，同時也提供像 R 和 Python 的命令列直譯器，研究架構是以 Python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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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 平台作為主力語言開發。二、Spark 被設計為廣泛支援語言的平台，如圖三，

提供 Python、Java、Scala 和 SQL 簡單的 API[3]，對 Java 和 Scala 開發者而言不難

上手，而且也提供豐富的內建程式庫[19]。三、支援 API 協助使用者編寫複雜的

平行運算程式[1]，讓 Spark 程式更容易開發和理解[31]。 

 

圖三：Spark 平台的架構圖 

 2.4 機器學習程式流 

Scikit Learning 對機器學習演算法有完善的支援，在 Pipeline的功能和介面

也有友善的使用方式，藉由 Pipleine 建構機器學習架構，讓程式可以更簡易的串

連機器學習的流程，讓複雜的機器學習流程可以更方便的管理，也可以在 Pipeline

所提供的介面[18]，很輕易的呼叫對應的方法來進行運算，著實省下不少開發的複

雜度。 

在實務上運用 Lending Club 的資料，在進行完前置處理後，下一步是將資料

轉換為 DataFrame，因為 Spark 的 Pipeline 語法，資料型態為 DataFrame，而

DataFrame 說穿了，是指一筆資料(多個特徵值)存儲在 DataFrame 的一列中，故

DataFrame 類似傳統資料庫中的二維表格。它被用來存儲來源資料。可以被用來保

存各種類型的資料，這樣用起來是非常方便的。而在之後的分析及運算流程，都會

用到此 DataFrame，而外部資料會有存在著特徵值差異過大的問題，故要針對外部

資料進行正規化的工作，Pipeline可以設定正規化的函式，用來處理外部資料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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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求，以零均值標準化 StandardScaler()為例，它的作用便是將資料標準化，避

免原始特徵值差異過大，導致訓練得到的參數權重不一。 

接下來是指定演算法，Pipeline會需要使用者指定演算法及演算法所需的參數，

這個步驟是指 Pipeline 的評估器(Estimator)。演算法的參數是很重要的一環，會影

響分析結果的好壞，是要進行重覆的校調，在後續章節會提到，而在這裡，Random 

Forest 演算法就是指定的 Estimator，因為它可以通過訓練特徵資料而得到一個

Random Forest 模型。 

在上述提到通過訓練特徵資料而得到一個訓練模型，這個模型是指 Pipeline 的

轉換器(Transformer)，藉由訓練資料集作為參數並呼叫 Pipeline 實例的 fit 方法來

開始以訓練資料進行訓練模型，它可以把一個測詴資料集 DataFrame，進行預測流

程，轉化成另一個包含預測結果的 DataFrame，最後這樣含有預測結果的 DataFrame

可以被用來做分析結果的視覺化圖片。 

以下是系統的基本模型流程圖，透過 Pipeline 的協助，來完成以下的程序，

當模型建立後進行資料集測詴，之後可以利用模型預測結果。藉由圖四可以大略了

解主要基本的流程。 

 

圖四：基本模型流程圖 

 2.5 資料集 

Lending Club 所提供的公開資料[29]，目前的年份由 2007~2015 年，資料的特

徵值有 52 個欄位，資料的總筆數約有 646,400 筆，資料集有一個欄位為借貸狀況

(Loan_Status)其值可以區分為”已償付”(Paid_Off)， ”已違約”(Default)，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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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可以作為預測結果後的精確度的比對，同時會將資料集依照比例分為訓練及測

詴資料集二種，訓練資料來用來建立模型，而測詴資料集則是用來測詴模型，測詴

結果可以作為鑑定模型的優劣程度。所以依據資料集的特性，此資料集有提供融資

方的是否違約的結果(Loan_Status)，故後續會進行的是 Supervised learning[11]，

此欄位成為訓練資料集的 Label參數。實驗過程中所採用的特徵值欄位如表一： 

表一：實驗所採用的特徵值欄位表 

名稱 簡要 

loan_amnt The listed amount of the loan applied for by the borrower. If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credit department reduces the loan 

amount, then i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is value. 

funded_amnt The total amount committed to that loan at that point in time. 

funded_amnt_inv The total amount committed by investors for that loan at that 

point in time. 

term The number of payments on the loan. Values are in months 

and can be either 36 or 60. 

int_rate Interest Rate on the loan 

installment The monthly payment owed by the borrower if the loan 

originates. 

grade LC assigned loan grade 

sub_grade LC assigned loan subgrade 

inq_last_6mths The number of inquiries by creditors during the past 6 months. 

total_pymnt Payments received to date for total amount funded 

total_pymnt_inv Payments received to date for portion of total amount funded 

by investors 

total_rec_int Interest received to date 

total_rec_late_fee Late fees received to date 

total_rec_prncp Principal received to date 

recoveries post charge off gross recovery 

collection_recovery_fee post charge off collection fee 

last_pymnt_amnt Last total payment amount received 

在節章5.3會以表一篩選的特徵值和未經篩選的特徵值共52個，進行precision、

recall、f1-score 和 AUC 指標的比較，藉此說明篩選特徵值的重要性，未經過篩選

的特徵值存在不少的雜訊，降低模型的鑑定力和準確度，將在節章 5.3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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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研究 

 

P2P 借貸是可以有效降低交易中的成本 ， 也將使金融業務變得更便利 [27]，

因此 FinTech中的 P2P借貸模式是未來線上金融業務發展的一部份，在參考文獻[23]

中也有提到，建議使用有效的模組及完整的資料集進行分析。文獻中資料集是以

Lending Club 為主，說明此資料集對融資方有完整的欄位描述，包含對資金的運用

目的。融資方完整的資料可以降低違約率的發生，資料越是完整，對投資方的風險

越低，另一個好處是資料完整對於利用工具對融資方進行信用分析的可信度越高，

但要如何對融資方進行信用評鑑，其實際運用的方法為何，這是本研究所要進行的

探討。 

融資方的基本資訊是投資方對其還款可能性進行評估的主要參照因素，影響著

投資者最終的投資決策[24]，由此可見，P2P 借貸平台對於融資方的信用評估及資

料正確性的審核，有著關鍵性的決定點，足以造成投資方是否決定對該平台的融資

方進行投資，所以平台的資料來源及信用評估，影響著該平台的可信度以及投資方

風險大小的重要因素。 

通過對 P2P 平台的研究分析得出融資方發佈的個人資訊越詳盡，其信用得分就

越高，借款成功率也隨之上升。同時也意味著，指出融資方的信用等級越低，其借

款成功率越低，違約率比較高[25]，這也說明了對於融資方的貸款預測分析，也是

針對融資方的資料是否詳盡以及融資方在建立模型後，進行違約預測，以上因素是

有著習習相關的影響，也是本研究以 Lending Club 為例，以建立模型的方式，分析

大量融資方的資料，進行預測分析，成為投資方預測違約的工具，以提高投資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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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資的意願，並降低投資方的風險。 

Fernández-Delgado 等人在 JMLR（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機器

學習頂級期刊）中發表一篇論文 [26]，提及機器學習中 Random Forest 在處理簡單

問題且資料集格式單純統一，並且同時進行參數的校調下，在分類的準確率上，有

著不錯的表現，而且 Random Forest 是由 Leo Breiman 和 Adele Cutler 發展推論的演

算法，因此本研究是採用 Random Forest 作為預測分析的方法，並進行參數校調及

資料集訓練。 

這裡要介紹的是特徵值的選擇，特徵值的好壞足以影響信用評鑑的結果，是相

當的重要，而在這篇參考文獻[20]也有提及一些重要的特徵值，這些特徵值在本研

究中也會進行參考，在後面的章節中也會提到如何進行特徵值的篩選。 

善於利用工具分析融資方的信用成績[21] [22]，特別是利用機器學習的機制[9]，

對於管理和企業的風險可所貢獻，在利用工具而得到越高的信用評鑑成績表示融資

方的違約率越低，也建議投資方應該要選擇信用高的融資方進行借貸，以降低投資

的風險，故可得知，使用工具進行預測違約率分析，是可以降低投資方判斷錯誤的

風險。 

在這裡引述另一篇論文的數據比較，在 Milad [6]的研究中，與本研究差異甚

大在於特徵值的篩選及數量有所不同(如表二)，另外就是本研究的分類模型有針對

演算法的參數進行參數的校調，而 Milad[6]亦有進行參數校調，但調整的參數也有

所差異，在 Milad[6]的研究中，其採用的資料集和演算法，一樣是本研究的 Lending 

Club資料來源及 Random Forest演算法相同，但在鑑定模型的能力上，卻有著不小

的差距，其中較大的差異是特徵值的選擇，而最後的結果亦有所不同，也可得知特

徵值的篩選參數的校調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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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參考文獻所採用的特徵值欄位表 

名稱 簡要 

grade LC assigned loan grade. 

int_rate Interest Rate on the loan. 

annual_inc The annual income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during registration. 

fico The borrower’s FICO belongs to. 

dti A ratio calculated using the borrower’s total monthly debt payments 

on the total debt obligations, excluding mortgage and the requested 

LC loan, divided by the borrower’s self-reported monthly income. 

revol_util Revolving line utilization rate, or the amount of credit the borrower is 

using relative to all available revolving credit. 

term The number of payments on the loan. Values are in months and can 

be either 36 or 60. 

revol_bal Total credit revolving balance 

total_acc The total number of credit lines currently in the borrower's credit file 

home_ownership The home ownership status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during 

registration. Our values are: RENT, OWN, MORTGAGE, OTHER. 

loan_amnt The listed amount of the loan applied for by the borrower. If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credit department reduces the loan amount, then i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is value. 

purpose A category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for the loan request. 

inq_last_6mths The number of inquiries by creditors during the past 6 months. 

earliest_cr_line The month the borrower's earliest reported credit line was o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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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ad[6]所針對 Random Forest 採用的參數如表三： 

表三：比較文獻使用的參數表 

 n_estimators() 

(建樹值) 

max_depth 

(最大深度) 

max_features 

(最大特徵數) 

Milad[6] 80 25 5 

  以下總結列出本研究和 Milad[6]的特徵值比較表 (如表四)： 

表四：表一和表二的特徵值比較表 

欄位名稱 本研究 Milad[6] 意義 

grade ˇ ˇ LC 指定的借貸分數 

sub_grade ˇ  LC 指定的借貸次級分數 

int_rate ˇ ˇ 貸款利率 

annual_inc  ˇ 融資方註冊期間提供的年收入 

fico  ˇ 融資方的 FICO 分數 

dti  ˇ 融資方的每月債務總額除以抵押貸款和

LC 貸款的總金額除以月收入的比率 

revol_util  ˇ 融資方目前可周轉的周轉利用率 

term ˇ ˇ 給付貸款的期間，只有分 36 或 60 個月 

revol_bal  ˇ 信貸總額度周轉餘額 

total_acc  ˇ 目前融資方的信用額度總分 

home_ownership  ˇ 融資方註冊期間提供的房子持有狀況 

purpose  ˇ 融資方申請貸款的目的 

inq_last_6mths ˇ ˇ 過去 6 個月的查詢記錄 

earliest_cr_line  ˇ 融資方最早啟用的信用額度報告的月份 

loan_amnt ˇ ˇ 融資方所申請的貸款金額 

installment ˇ  貸款成立，融資方每個月所償付的金額 

funded_amnt ˇ  在時限內獲得貸款的總金額 

funded_amnt_inv ˇ  在時限內投資方所承擔貸款的總金額 

total_pymnt ˇ  目前為止所收回的總資金 

total_pymnt_inv ˇ  目前為止投資方從融資方已收回的資金 

total_rec_int ˇ  目前為止所收回的利息 

total_rec_late_fee ˇ  目前為止所收回的逾期費用 

total_rec_prncp ˇ  目前為止已收回資金 

recoveries ˇ  過去呆帳的總回收率 

collection_recovery_fee ˇ  過去手續費呆帳 

last_pymnt_amnt ˇ  最近總收回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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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四可以比較雙方的特徵值有所差異，而本研究除了特徵值欄位和 Milad[6]

不同外，演算法所使用的參數及參數的數值也有所不同，相信這是造成差異的重要

因素，在後面的章節會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下是比較兩者在驗證結果上

的差異： 

1. 演算法及三項指標差異(如表五) 

表五：參考文獻的數據比較表 

 Random Forest AUC TPR FPR 

Milad[6] YES 0.71 0.5152 0.3816 

本研究模型 YES 0.95 0.99 0.33 

2. ROC曲線及 AUC  

如圖五和圖六，比較文獻的 Milad[6]：AUC=0.7156，本研究模型：AUC=0.952 

 

圖五：Milad[6]的 ROC曲線圖 

 

圖六：本研究模型的 ROC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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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架構和方法 

 

 4.1 資料前置處理 

Lending Club的資料集在使用之前，必頇經過處理，否則會造成分析結果失準，

常見的問題像是資料不完整、資料有雜訊、資料不一致等等，然而要如何進行資料

處理，主要進行的步驟如下[10]：一、資料一般化(data generalization) 資料的

概念階層 (concept hierarchy)，這裡舉例是將資料由字串轉換為階層式的數字型

態。二、資料遺缺處理方法，像是自動填補法：填入一個通用的常數值，如填入 0，

成為一個空值。三、資料清理，Lending Club 的資料集共有 52 個欄位，但並非全

部的欄位皆是有效的資料，故進行資料清理，像是 desc, id, purpose, emp_title

等等，避免造成資料雜訊，影響分析的精準度。而有些資料會進行字串轉換，因為

模組在進行運算時，無法接受字串的參數，故欄位若為字串型態，需要轉換為階層

式的數字型態，以 Lending Club的資料集為例，需要轉換的欄位為 grade, 先是以

A~G 作為排名，在這裡則會進行轉換，由 1 開始編號，逐一將排名轉為數值階層化

資料。還有一個重要的欄位是 loan_status，這個欄位是分析的 Label，但原始資

料最初是字串，無法進行運算，故必頇先作資料轉換，而在字串為 Fully Paid，表

示完全償還，在這裡為給數值 1，反之，若因為不同原因而無法償還，則會給 0，

而這類資料很常見，大部份的資料的答案幾乎不會是數值，故需要進行數值化處理。

以下是資料前置處理的流程圖，藉由圖七，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資料流如何進行，配

合流程圖可以更快了解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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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資料前置處理的流程圖 

 4.2 研究架構設計 

為了達到自動化學習，引用機器學習程式流(以下簡稱 Pipeline)的技術，從撰

寫程式開始到程式完成，中間經過的流程通常都會是固定的，因此我們使用 Pipeline 

的概念將各階段的自動化處理整合起來。程式的修改只要有觸發，都可以啟動自動

化處理，讓修改的過程成為一個「程式流」。 

以下是以 Pseudo code 的方式呈現，如何使用 Pipeline 來貫穿整個程式架構而

達到自動化學習的目的： 

圖八的步驟一：pipe_rfc = Pipeline(('scl', StandardScaler()),  

               ('pca', PCA()),  

               ('clf', RandomForestClassifier  

(n_estimators = 200,  

random_state = 50,  

min_samples_leaf = 200))) 

轉換器(Transformer)是指零均值標準化(StandardScaler)和 PCA，本身也是一種

演算法， 其目的是將資料的數據， 進行轉換後再往下一道流程處理， 就以零均

值標準化(StandardScaler)來說，零均值標準化(StandardScaler)使用 fit()和 transform()

方法來將資料標準化，接著標準化後的資料被傳到 PCA 中，PCA 也執行 fit()和

transform()方法對標準化後的資料進行降維，最後把降維的資料傳送至評估器

(Estimator)也就是指定的演算法 RandomForest 進行模型訓練，此時就可以代入之前

進行超參數優化(Hyper Parameter Optimization)的最佳化數據，進行訓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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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的步驟一：pipe_rfc.fit(X_train, Y_train) 

這裡已準備進行訓練資料集的訓練，X_train 表示訓練資料集的 features，Y_train

則是訓練資料集的 label，使用 fit()，進行訓練而產生 RandomForest 模型。 

圖八的步驟二：predict = pipe_rfc.predict(X_test) 

最後一步是呼叫 predict()，X_test 是測詴資料集的 features，此時會逐筆的代入

訓練模型，進而得到 label，這就是最後模型所預測的答案，每筆資料會對到各自的

預測結果。 

當在進行測詴資料集的時候，Pipeline 也會用上面轉換過程保留的參數來轉換

測詴資料集。Pipeline 就像一個流水線一樣，把所有的步驟連結到了一起，進而達

到自動化的效果。 

以下是 Pipeline 的流程圖(如圖八)，在設定完成 Pipeline 的函式後，例如正

規化函式以及訓練及測詴用的演算法後，呼叫 fit & transform 便可以趨動 Pipeline

進行動作，包含資料的正規化處理（外部資料轉換為 DataFrame 以及資料標準化），

後續的資料集訓練及測詴，建立及模型預測都可以透過 Pipeline 的介面，進行一

連串的處理流程完成機器學習所需的繁複工作，這便是 Pipeline 的特色。 

 

圖八：Pipeline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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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實作在 Spark的平台上，進行貸款違約預測，選擇 Spark平台的原因

是一、支援 Python，有著豐富的函式庫如 MatplotLib，二、Scikit Learning 以

Python 為主要語言開發，機器學習函式庫豐富，三、Spark 有專為 Python 設計的

Pyspark 介面，四、未來資料增量考量，小型資料集日後資料量增加，可以立即套

用巨量分析。在程式的實作上是以 Spark 所提供的 Library 中的 PipleLine串連程

式架構，在以Python為主要語言之下，Spark平台有提供一套介面，為pyshark[30]，

在這個介面下，可以順利運行以 Python 為主的程式，以下是介紹在 Spark 平台上

的系統架構圖(如圖九)。 

 

圖九：系統架構圖 

在主程式(Main Program)就是機器學習的核心，負責進行貸款違約預測的程式，

因為由 Python開發，故選擇在 Spark平台上所提供的 pyspark介面上運行，而 Input

的輸入是由 Lending Club提供的資料集轉換為 DataFrame 格式，作為的資料來源，

而 Output的輸出則提供了 Precision、Recall及 F1-Score 三項驗證模型的指標數

據，以及 ROC Clave、AUC 鑑定模型的曲線圖，而 pyspark 之後則是 Spark 平台的

核心，SparkManager 負責 Task的分配，分配對象為 Work Node 而 Executor則是進

行 Task的運算和存取 Cache以上是整個在 Spark平台上系統的運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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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特徵值選擇 

演算法性能的好壞跟資料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找到一組更具代表性的特徵值集

合顯得更加重要[20]。因為有的特徵值對模型而言是多餘的，它對演算法的性能會

產生負面影響，此時就需要做特徵選擇。特徵選擇的目的就是從一組特徵集合中去

除冗餘或不相關的特徵從而達到降低干擾的目的。 

Random Forest 使用的 CART 演算法(分類與迴歸樹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以下簡稱 CART)的方法產生 Tree，也就是使用 Gini index來劃

分[12][13]。CART演算法利用基尼指數（Gini index）作為尺度來選擇屬性。同時

決定該屬性的最優二值切分點。在某一給定結點，CART 演算法選擇結點屬性的步

驟如下： 1、計算不純度。首先，針對某個屬性 A，訓練樣本集 T 的類標號屬性為  

Ci(i= 1,…,n)，屬性 A 有 K 個不同的取值{A1, A2,„, Ak}。 T 的不純度如公式所

示[8] 

Gini T = 1 −  Pi
2

n

i=1

 

  其中，Pi 為屬於 Ci 的樣本在 T 中所占的比例。 

Gini 指數衡量的是資料集的不純度。Gini 不純度表示的是一個隨機選中的樣

本在資料集中被分錯的可能性。Randon Forest 對於每一棵 Decision Tree，首先

對特徵值進行採樣，然後計算當前的 Gini 指數，隨後進行全分裂過程，每棵樹的

非葉節點都有一個 Gini 指數，一棵樹建立之後可以得到該樹各個節點的重要性，

其重要性是根據 Gini指數表示節點的純度，Gini指數越大純度越低。Gini值平均

降低量(MeanDecreaseGini)表示所有樹的變數分割節點平均減小的不純度。Gini

指數變化的均值作為變數的重要程度度量，該值越大表示該特徵值的重要性越大。

通過對其按照 MeanDecreaseGini 作為特徵相關性來排序，接著一次建立多棵決策

樹，並且生成多個特徵相關性排名，最後對這些特徵選平均值，得到最終排好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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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重要性排名(如表六、圖十)。 

表六：特徵值重要性排名表 

特徵值名稱 數值 特徵值名稱 數值 

total_rec_prncp 99.982           total_rec_int 9.153 

last_pymnt_amnt 92.436 next_pymnt_d 8.383 

recoveries 71.962 int_rate 7.966 

collection_recovery_fee 57.245 sub_grade  6.650 

total_pymnt 41.102 last_credit_pull_d 4.712 

total_pymnt_inv 37.806 last_pymnt_d 4.425 

funded_amnt 28.289 grade 4.026 

funded_amnt_inv 18.266 inq_last_6mths 3.103 

loan_amnt 16.799 term 2.657 

installment 15.947 total_rec_late_fee 1.551 

issue_d 9.274   

 

 

圖十：特徵值排名的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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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超參數優化 

實驗採用 Randomized Search 作為參數最佳化校調的方法，超參數       

(Hyper Parameter)意為參數中的參數，足以影響模型好壞的參數，經過學習優化而

來和一般的參數集合不同，一般的參數集合意指未經過優化的參數集合，參數未經

過優化而使用，將無法提高模型的鑑定力，所以在此使用 Randomized Search，它亦

屬於 Scikit Learning 的函式庫之一，配合 Spark平台進行參數最佳化校調，Scikit 

Learning 在 Pysprk 的介面下運作相關良好，而且 Spark 平台亦有結合 Scikit 

Learning的函式庫，稱為 spark-sklearn，而這裡採用 Randomized Search作為參

數最佳化校調方法，是一種實現了對參數的隨機搜索，從可能的參數值的分佈中採

樣。這樣有有兩個主要的優勢： 

1. 以採樣的方式選擇參數校調，可以在最短時間找到最佳的超參數。 

2. 提供校調的參數具有連續性時，不會影響搜尋最佳參數的時間。 

用圖十一的架構圖說明如何使用 Randomized Search參數最佳化校調的流程： 

 

圖十一：Randomized Search的流程圖 

1. 先以訓練集作為參數校調的測詴數據，在這個階段同時以 RandomForest演算法

作為指定最佳化參數校調的方法。 

2. 在這個階段開始搜尋可能的最佳化參數，候選參數的值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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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候選參數列表 

n_estimators 

建樹值 

random_state 

亂數種子 

min_sample_leaf 

最小樣本數 

200 20 180 

250 30 200 

270 50 230 

300 60 240 

310 80 270 

350 100 300 

360 130 310 

420 170 360 

在這裡以 Learning Rate區間值為 0.03~0.2的方式去校調參數的區間值，非以

預設的 0.1 進行遞增，目的是加大參數的區間值，有更多的參數組合變化，並

從中找出排名最好的參數組合，將此參數作為模組訓練優化使用。 

3. 以下介紹 Randomized Search的最佳化參數值及其他參數說明(如表八)： 

表八：參數說明表 

參數 說明 

n_estimators RandomForest 中的模型建樹總值(以下簡稱建樹值) 

random_state 隨機數字產生器使用的亂數種子(以下簡稱亂數種子) 

min_sample_leaf 葉節點所需的最小樣本數(以下簡稱最小樣本數) 

 

4. 在圖十一的右方則是實際運行模型進行參數校調，Randomized Search會以隨機

採樣的方式，將每一組參數送入模型中進行校調，最後會列出 Top5的參數組合，

提供給模型運行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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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實際進行 Randomized Search 最佳化參數搜尋的結果(如表九)： 

表九：Randomized Search搜尋表 

n_estimators 

建樹值 

random_state 

亂數種子 

min_sample_leaf 

最小樣本數 

Result 

結果 

400 30 200 0.995 

400 50 200 0.990 

200 50 500 0.985 

… 

400 50 500 0.949 

表九則是實際運行模型進行參數校調過程，Random Search 會以隨機採樣的方式

將每一組參數送入模型中進行校調，每一組會得到一組成績，總共花費 61.08

分，Random Search 有一重要參數為 n_iter，意指抽取的樣本數和抽樣次數，  

n_iter＝8 因為 Random Forest 要取得的 3 組參數各有 8 個候選參數，共有 3 組參

數，故進行 24 次的搜尋。 

建樹值的可能參數，如表七有 [200,250,270,300,310,350,360,420]，經由最佳化

參數搜尋可以得到最佳參數值(如圖十二)為 200 

 

圖十二：建樹值的參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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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數種子的可能參數，如表七有 [180,200,230,240,270,300,310,360]，經由最佳

化參數搜尋可以得到最佳參數值(如圖十三)為 50 

 

圖十三：亂數種子的參數趨勢圖 

最小樣本數的可能參數，如表七有 [20,30,50,60,80,110,130,170]，經由最佳化參

數搜尋可以得到最佳參數值(如圖十四)為 200 

 

圖十四：最小樣本數參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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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andomized Search 最佳化參數搜尋的最後，會呈現如表十的排名表，由排

名表之中可以挑選最佳的組合作為模型訓練使用。 

表十：Top5 的參數組合表 

Rank 

排名 

n_estimators 

建樹值 

random_state 

亂數種子 

min_sample_leaf 

最小樣本數 

*1 200 50 200 

2 200 30 200 

3 400 50 500 

4 400 30 200 

5 400 50 500 

以 Randomized Search進行搜尋，約花了 61.08分鐘，而得到 Top5的參數

組合，在最後有列出最佳的參數組合，而在後面的章節中，進行模型的訓練時，

會採用此一組參數，也會在逐一說明參數的意義及最佳化參數校調產生的效

果。 

4.5 訓練模型的方法 

這裡採用 Random forest 作為機器學習的演算法， Random forest 是一種將

Bagging 方法和決策樹演算法相結合的集成演算法， 與傳統的決策樹相比， 有更

好的分類效果[5][8]。一般情況下，Random forest裡單一樹用的就是 CART，即樹

結點採用 Gini 分裂方式[12][13]，設訓練集有 n 個樣本，每個樣本為 m 維。利用

Bootstrap 抽樣方法建立 t 棵決策樹模型，Random forest 的隨機性呈現在兩個方

面：一、資料選擇的隨機性，每個決策樹構建時所用資料不同；二、節點劃分時特

徵選擇的隨機性。 研究實驗中 套用超參數的模型演算法 程序如右：

RandomForestClassifier(n_estimators=200, random_state=50, min_samples_leaf=200)，

n_estimators 意指建立多少顆 Decision Tree，在這裡是建立 200 顆樹後，模型就會停

止建樹，模型至此已建立 RandomForest 的原型。random_state 是指程式中的 seed

隨機種子數，專為進行特徵值採樣使用。min_samples_leaf 意指設定葉節點最小的

樣本數，在這裡是設定 200，表示這個節點至少有 200 個樣本數進行抽樣後得到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 

節點，此值太少會容易造成抽樣失誤，而此節點不具參考價值。研究的實驗中，此

三項參數是經過超參數優化而來，也是決定模型的 RandomForest 如何建立的關鍵。 

根據章節 4.3 篩選的 24(=m)個重要特徵值，Random Forest 其中一顆 Decision 

Tree 的樹如圖十五，而實際的走法可以參照下方的 Pseudo Code。 

if total_pymnt <= 5019.64 

    if funded_amnt <= 4812.5 

  if grade ≤ 2.5 

   if annual_inc ≤ 27020.0 

    return Paid Off (134, 371) 

   else if total_pymnt ≤ 1502.255 

    return Default (166, 146) 

   else  

    return Paid Off (167, 1882) 

  else if total_rec_prncp <= 1599.33 

   return Default (239, 94) 

  else 

   return Paid Off (70, 537) 

    else if funded_amnt_inv <= 5625 

        return Default (298, 5, 2428)     

else if total_rec_prncp <= 4497.59 

 return Default (1158, 71) 

else if recoveries ≤ 4.1 

if last_pymnt_amnt ≤ 1297.0701 

 if installment ≤ 497.685 

  return Paid Off (294, 3421) 

 else if total_pymnt ≤ 17164.8555 

  return Default (262, 44) 

 else 

  return Paid Off (92, 877) 

else 

 return Paid Off (161, 18417) 

else 

 return Default (115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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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棵決策樹結點分裂時隨機選取 v（v<m=24）個特徵進行 Gini指數計算，在 v

個特徵中選取最佳值作為節點屬性，建立 200顆樹。在進行訓練時，有以借貸狀況

(loan_status)作為答案(label)，故可以用來做機器學習。在之後的測詴階段，測詴資

料集的多筆資料導入後，每一筆資料可以得到預測的答案：己償還(Paid Off) 或是

已違約(Default)，而這個最後的答案亦是多數決的結果，也就達到借貸預測的目的。 

圖十五：RandomForest 單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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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模型 

 

 5.1 K次交叉驗證 

在 K次交叉驗證中，將 k設定為 10，也就是把訓練集分成 10份，在 10次反覆

運算中，9份被用作訓練，1份被用作測詴，最後求出平均性能(如圖十六)。 

對於大多數的應用 k=10 是個合理的選擇。然而在訓練集的資料量多寡下，設

定值 K亦有所不同，如果訓練集相對較小，可以增加 k值，在 k值增加下，每次反

覆運算中可以有更多的訓練集來訓練模型，結果可以有效的降低偏差程度。另一方

面，如果訓練集相對較大，可以減少 k值，即使 k值變小了，依然可以得到一個對

模型性能的準確評估，在這樣的驗證下，可以降低日後模型誤差的程度，提高模型

的鑑定力。 

 

圖十六：10 次交叉驗證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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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ython繪圖模組 

本研究的程式撰寫是使用 Python，而 Python在 Spark的平台支援度相當足夠，

可以透過 Spark 平台內建提供的 pyspark 介面，執行 Spark 的指令，正常地運行

Python 的程式。Matplotlib 是 Python 最著名的繪圖模組，Matplotlib 模組提供

了強大的圖像繪製功能。本研究引用了許多 Matlab 中的函數，目的是為了可以獲

得品質良好的二維圖形。由於 Matplotlib 的繪圖能力在 Python 上的優異表現及簡

單易用的特性，本研究在最後的數據圖像化呈現，主要是使用此模組來完成[28]。 

 5.3 模型預測結果的驗證 

在此階段已經建立起模型，經過 K次交叉驗證的反覆訓練，現在要藉由一些指

標來驗證模型的準確性，以下會逐一說明： 

首先，根據測詴資料集及訓練完成的模型進行預測計算後，預測出所有融資方

是否會償還債務的可能答案，作為測詴資料集所提供真正會償還債務的正確參照答

案。分析計算取得所需之參數值，計算步驟如下[14]： 

1. 模型預測計算 P2P借貸之測詴資料集中償還債務總數為 P (positive)，包含實

陽性 (true positive, TP)、偽陰性 (false negative, FN)。 

2. 模型預測計算 P2P借貸之測詴資料集中違約欠款總數為 N (negative)，包含偽

陽性 (false positive, FP)、實陰性 (true negative, TN)。 

3. 偽陽性比例 false positive rate (FPR)= FP / (FP + TN)。 

4. 模型預測計算 P2P 借貸之測詴資料集中償還債務為實際償還債務之比例即為實

陽性比例 true positive rate (TPR)= TP / (TP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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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說明，整理如表十一之說明： 

表十一：模型預測及實際答案分析表 

 實際答案(已知是否債還債務) 

P(已債還債務) N(已違約欠款) 

預測答案(模

型預測可能債

還債務) 

P’ (預測已債還債務) 實陽性 

(True Positive, TP) 

偽陽性 

(False Positive, FP) 

N’ (預測已違約欠款) 偽陰性 

(False Negative, FN) 

實陰性 

(True Negative, TN) 

根據以上表格，接著導入以下的指標，可以更為清楚各項參數的由來和意義[14]： 

1. Precision(P) 

在這裡則是需要知道實際還清債務的比例是多少，以本研究所計算的數據是

TP=14342, FP=1427, P=0.9095，精確率是 0.91(91%)。 

2. Recall(R) 

在這裡希望知道預測還清債務的融資方占所有還清債務的融資方的比例，以本

研究所計算的數據是 TP=14342, FN=104, R=0.9928，召回率是 0.99(99%)。 

3. F1-score(F1) 

F1-score 則是綜合了 Precision 和 Recall的結果，可以更平衡的評估數據的合

理性，在這裡所計算的數據是 TP=14342, FP=1427, FN=104, F1=0.9493，

F1-measure 是 0.95(95%)。 

研究驗證的結果預期是 Precision 和 Recall 的數值能越接近 1 表示正確率越

高，但是實際上 Precision 和 Recall 兩者之間會有矛盾的情況，故需要 F1-score

的數值來進行綜合兩者的結果，作為參考的依據。 

  以下是整合三項指標的數據，如表十二所呈現。 

表十二：篩選特徵值的評價結果 

 Precision Recall F1-score 

Paid Off(1) 0.91 0.99       0.95 

 Default(0) 0.96 0.63       0.76 

Avg / Total 0.92 0.9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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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指標可以驗證模型的優劣外，還有圖十八的 ROC曲線和 AUC可以進

一步分析模型的鑑定能力[14][16]。 

在這裡同時提出對照組，在對照組是在無任何篩選特徵值的優化處理下，所呈

現的數據，如表十三的對照組。 

表十三：全部特徵值的評價結果 

 Precision Recall F1-score 

Paid Off(1) 0.81 0.68 0.74 

 Default(0) 0.19 0.32 0.24 

Avg / Total 0.69 0.61 0.64 

在未經篩選而使用全部的特徵值，進行模型的訓練及測詴，結果如表十三，明

顯地數值並無如篩選特徵值的評價結果來得高，由此可證，篩選特徵值足佔有一定

的重要性，圖十七是全部特徵值的 ROC 曲線圖，由圖可知 AUC=0.508，此數值和經

過篩選特徵值後的結果差異甚大，篩選特徵值的 ROC 曲線圖如圖十八，AUC=0.952，

經過以上的比較結果，可以推得結論，在進行模型訓練時，提供優化的程序，實為

有助於提高模型的鑑定能力。 

 

圖十七：ROC 曲線圖和 AUC(全部特徵值) 

 

圖十八：ROC曲線圖和 AUC(篩選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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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上面的比較後，接下來是繼續探討原先研究實驗的結果，如表十四是指

模型以測詴資料集進行計算後預測和實際答案的分析結果，由模型預測後得到的可

能償還債務的答案與實際真正償還債務的 Threshold (以下稱為閾值)所測得之個

數相互對照[17]而得到 TPR、FPR 之分析理論數值。圖十八顯示以測詴資料集進行

計算後預測和實際答案的分析結果之 ROC 曲線[15]，可以發現隨著閾值增加，敏

感度愈低，也就是能夠找到的實際償還債務比例愈少； FPR 愈高，也就是誤判的

機率愈多。其中，適當閾值 0.54 之敏感度為 0.99、FPR 為 0.33。 

表十四：預測與實際償還債務分析結果表 

Threshold 

閾值 

TPR 

敏感度 

FPR 

誤判率 

*0.54 0.99 0.33 

0.66 0.96 0.21 

0.72 0.93 0.16 

0.77 0.88 0.11 

0.80 0.85 0.08 

0.82 0.82 0.06 

0.84 0.77 0.05 

0.85 0.74 0.04 

0.86 0.71 0.03 

0.88 0.66 0.02 

0.88 0.63 0.02 

0.89 0.60 0.02 

0.90 0.59 0.01 

0.90 0.56 0.01 

0.91 0.53 0.01 

0.92 0.48 0.01 

0.92 0.45 0.01 

0.93 0.42 0.01 

0.94 0.3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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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 

 

結果發現在進行特徵值的選擇時，選擇的特徵值不同，足以影響最後的鑑定結

果，在得到最後的特徵值，再去研究資料集的對應關係，發現特徵值有著正面和反

面的指標影響，正指標數值越好，表示預測融資方償還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則反

指標會影響判斷融資方違約的可能性，以下列出特徵值的正反指標(欄位說明可參

考第三章的表四)。 

正指標：total_rec_prncp、last_pymnt_amnt、total_pymnt、total_pymnt_inv、 

funded_amnt、funded_amnt_inv、installment、total_rec_int、inq_last_6mths、 

grade 

反指標：recoveries、collection_recovery_fee、total_rec_late_fee 

以反指標來說，recoveries 表示過去呆帳的總回收率，也是意味著這融資方在

過去的記錄中有呆帳，也表示有違約的可能性，而 collection_recovery_fee 則為過去

手續費呆帳，也就是 Lending Club 未能從這位融資方收到手續費，這也是很重要

的影響，total_rec_late_fee 為目前為止所收回的逾期費用，雖然費用有收回，但已

逾期，也增加了違約的可能性，投資方可以根據以上的正反向特徵值，再依照自己

可以承受的風險，選擇適合自己的融資標的，盡可能減少融資方違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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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實質意義在於藉由機器學習程式流的技術，並且進行特徵值篩選和超參

數優化的方式，讓繁複的程序規格化，並加快參數的校調，以往要逐一的校調參數，

而藉由 Randomized Search 的幫助，可以自動的代入參數集，讓程式自動進行參數

找尋，並且排出最優化的參數組，提供給模型訓練使用。特徵值的篩選則是透過

RandomForest 的特性，篩選出重要性較高的幾組欄位，來進行建立模型，最後再透

過驗證的程序，確認以上的流程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鑑定能力。 

  在未來的方向，在觀察其 AUC 的數值，近乎於 1，而後再觀察資料集的借貸狀

況，原始資料集在已償還(PaidOff)的案件數 106,646 筆，佔總數 646,389 的

0.164(16.4%)，另一方面，已違約(Default)的案件數 539,743 筆，佔總數 646,389

的 0.835(83.5%)，也就是說，AUC偏高，應是來自於 Data Imbalance，有需要再進

一步的研究如何去隨機抽取訓練集來平衡二者之間的差異。 

  而在機器學習的方式上，資料集的來源格式不一，Semi-supervised learning，

甚至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11]，畢竟在現實的環境上，並非所有的資料來源

都有格式完整或是既有答案，許多資料可能是片斷的提供而需要用僅有的資料來得

到答案，再進行預測分析。此外，Lending Club 所能提供的是美國消費者的借貸行

為，而臨近的亞洲市場，華人的借貸行為和目的也有很大差異，而這個市場也很龐

大，以中國為例，也興起不少的 P2P 借貸平台，要如何交叉分析不同市場的資料，

並取得有效的鑑定結果，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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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Lending Club 的資料集 

  引用的參考文獻中，同樣採用 Lending Club 的資料集[29]，故在以下以表十

五的方式，列出 Lending Club資料集的特徵值名稱和簡要： 

表十五：Lending Club 的資料集特徵值欄位表 

名稱 簡要 

zip_code The first 3 numbers of the zip code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in the loan application. 

addr_state The state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in the loan 

application 

annual_inc The annual income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during 

registration. 

collection_recovery_fee post charge off collection fee 

collections_12_mths_ex_med Number of collections in 12 months excluding 

medical collections 

delinq_2yrs The number of 30+ days past-due incidences of 

delinquency in the borrower's credit file for the past 2 

years 

desc Loan description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dti A ratio calculated using the borrower’s total monthly 

debt payments on the total debt obligations, excluding 

mortgage and the requested LC loan, divided by the 

borrower’s self-reported monthly income. 

earliest_cr_line The month the borrower's earliest reported credit line 

was opened 

emp_length Employment length in years. Possible values are 

between 0 and 10 where 0 means less than one year 

and 10 means ten or more years.  

emp_title The job title supplied by the Borrower when applying 

for the loan.* 

fico_range_high The upper boundary of range the borrower’s FICO 

belongs to. 

fico_range_low The lower boundary of range the borrower’s FICO 

belongs to.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8 

fico_avg The average of the range of borrower's FICO credit 

score. 

funded_amnt The total amount committed to that loan at that point 

in time. 

funded_amnt_inv The total amount committed by investors for that loan 

at that point in time. 

grade LC assigned loan grade 

home_ownership The home ownership status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during registration. Our values are: RENT, OWN, 

MORTGAGE, OTHER. 

id A unique LC assigned ID for the loan listing. 

initial_list_status The initial listing status of the loan. Possible values 

are – W, F 

inq_last_6mths The number of inquiries by creditors during the past 6 

months. 

installment The monthly payment owed by the borrower if the 

loan originates. 

int_rate Interest Rate on the loan 

is_inc_v Indicates if income was verified by LC, not verified, 

or if the income source was verified 

issue_d The month which the loan was funded 

last_credit_pull_d The most recent month LC pulled credit for this loan 

last_fico_range_high The last upper boundary of range the borrower’s 

FICO belongs to pulled. 

last_fico_range_low The last lower boundary of range the borrower’s 

FICO belongs to pulled. 

last_pymnt_amnt Last total payment amount received 

last_pymnt_d Last month payment was received 

loan_amnt The listed amount of the loan applied for by the 

borrower. If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credit 

department reduces the loan amount, then i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is value. 

loan_status Current status of the loan 

member_id A unique LC assigned Id for the borrower member. 

mths_since_last_delinq The number of months since the borrower's last 

delinquency. 

mths_since_last_major_derog Months since most recent 90-day or worse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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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hs_since_last_record The number of months since the last public record. 

next_pymnt_d Next scheduled payment date 

open_acc The number of open credit lines in the borrower's 

credit file. 

out_prncp Remaining outstanding principal for total amount 

funded 

out_prncp_inv Remaining outstanding principal for portion of total 

amount funded by investors 

policy_code publicly available policy_code=1 

new product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policy_code=2 

pub_rec Number of derogatory public records 

purpose A category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for the loan 

request.  

pymnt_plan Indicates if a payment plan has been put in place for 

the loan 

recoveries post charge off gross recovery 

revol_bal Total credit revolving balance 

revol_util Revolving line utilization rate, or the amount of credit 

the borrower is using relative to all available 

revolving credit. 

sub_grade LC assigned loan subgrade 

term The number of payments on the loan. Values are in 

months and can be either 36 or 60. 

title The loan title provided by the borrower 

total_acc The total number of credit lines currently in the 

borrower's credit file 

total_pymnt Payments received to date for total amount funded 

total_pymnt_inv Payments received to date for portion of total amount 

funded by investors 

total_rec_int Interest received to date 

total_rec_late_fee Late fees received to date 

total_rec_prncp Principal received to date 

url URL for the LC page with listing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