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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消費者貸款相關理論 

一、消費者貸款之定義 

一般所稱之「消費金融」業務，目前並沒有一致性之定義，無

論是主管機關、學術界、金融業界等產官學均以其本身使用目的而加

以界定，以下對於「消費者貸款」就不同之定義方式加以說明。 

1. 美國銀行家 Paul R. Beares對消費者貸款所作之定義 

消費者貸款是提供信用與個人或家庭，以便購買各式財貨或

服務使用，包括各種分期付款貸款、信用卡；購買汽車、遊

艇、飛機等之貸款；房屋修繕貸款、學生貸款、假期旅遊貸

款等，惟購置住宅之第一順位抵押貸款並不包含在內。 

2. 美國銀行協會(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所編「1982 

ABA Banking Terminology」所作之定義 

A.消費者貸款是以個人或小型企業為對象，通常採無擔保方

式，且為按月攤還之貸款(亦稱為分期付款貸款，或個人

貸款)。 

B.消費者貸款係將一筆特定之款項帶給一自然人，而此筆款

項是以個人、家屬、或家務使用為目的。 

3. 財政部「加強推動銀行辦理消費者貸款要點」(74.7.27(74)

台財融 19488號函)之定義 

本要點所稱消費者貸款，係指對於房屋購置及修繕、耐久性

消費品（包括汽車…）、子女教育及其他個人小額之貸款。 

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3 年 10 月 4 日金管銀(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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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28311號令之定義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於銀行法第三十二條所稱之消費者貸

款，係指對於房屋修繕、耐久性消費品(包括汽車)、支付學

費與其他個人之小額貸款，及信用卡循環信用。其所規範之

消費者貸款額度，合計以每一消費者不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

為限，其中信用卡循環信用，係以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計算

(金管會 93年 10月 4日金管銀(一)字第 0930028311號令)。 

另金管會 93年 10月 4日金管銀(一)字第 0930028311號令係

依據銀行法第 32條規定，對銀行利害關係人辦理消費者貸款

之範圍、上限予以規範，並非針對一般消費者；一般消費者

之授信仍應依各銀行之授信規定辦理。 

綜上所述，在我國所稱「消費者貸款」其較通用之定義為：消

費者(個人及家庭)為購買消費性財貨、勞務及投資理財之需要，而向

金融機構或企業辦理融資、延期支付、或先行墊付款項等業務及其他

衍生之金融業務。消費者貸款約可分為下列幾項： 

(1) 購置住宅貸款 

(2) 房屋修繕貸款 

(3) 汽車貸款 

(4) 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 

(5) 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 

(6) 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 

二、消費者貸款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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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貸款雖與一般商業放款同屬授信或放款性質，由於其對

象及用途差異甚大，茲以汪海清等人(民國 89 年)所編撰「消費者貸

款實務」第一章第二節內容為基礎，將其特性整理說明如下： 

1. 每筆貸款金額小、件數多(small loan、large volume) 

消費者貸款中，除了購置住宅貸款每筆金額少者數百萬元、多

者上千萬元外，其他像房屋修繕貸款、汽車貸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

貸款、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信用卡循環信用額度等個人授信，每筆

金額都不大，一般銀行通常每月所承做之消費者貸款，少則數千筆、

多則上萬筆，故其運作機制與企業金融完全不同。 

2. 資金用途多為消費較不具自償性 

消費者貸款通常用途多為投資理財、個人消費或購置消費財使

用，本身不具自償性。不若企業金融多為週轉金貸款、設備投資貸款，

其貸款資金大都可經由應收帳款資金週轉、或折舊攤提轉換為現金以

清償貸款。 

3. 按月攤還本息還款壓力大 

一般銀行在承做消費者貸款之案件時，大都採取按月攤還本息

之方式設計產品，對於申貸者而言，一旦申貸撥款，即需承擔按月付

息還本之壓力，其負擔不輕。 

4. 貸款期間長大多屬中長期授信 

消費者貸款通常期限至少 2、3年(如汽車貸款)，一般為 7年(個

人信用貸款)，有的長達 20年(房屋修繕貸款)，幾乎沒有 1年內之短

期產品。 

5. 申貸者通常無法提出完整之個人財力及還款來源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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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通常會有 3 種基本財務報表，分別為資產負債表、損

益表、現金流量表，較大之企業，其財務報表尚需會計師簽證，個人

則通常不會有一個完整的個人財務報表，財力資料分散數處，所得流

量的資料(即還款來源)通常亦難以文件化。 

6. 採取數量化核貸程序(volume approval process) 

消費者貸款案件量與企業金融案件相較，其案件數高出很多，

再加上各銀行間之客戶競爭，作業效率要求亦高，通常從客戶申貸到

核准撥貸，市場上所准許的作業時間可能只有 1、2 天，故其核貸程

序必須採取條件標準化之數量化核貸程序，以符合市場環境與客戶期

待。 

7. 案件承做單位成本高 

由於消費者貸款案件多、金額小，但個人徵信應有程序、簽約

對保、開戶手續一應俱全缺一不可，故案件作業成本相對於貸款金額

而言，其案件作業成本率即顯較高，依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於 94年 6月 10日所發表「Taiwan Financial Sector

－Rising consumer credit risk」研究報告中之估計，房貸作業成本率

(operating expense rate)為貸款金額的 0.80%，信用卡為 7.0%，現金卡

為 9.0%，依本研究之估計，個人信用貸款作業成本率至少應在 2.0%

以上。 

8. 產品多元重視行銷 

由於銀行家數眾多，消費者貸款產品大同小異，如依性質區分，

大致僅有房屋貸款、信用貸款、現金卡、信用卡等四類，各種產品大

都是在包裝手法上有所差異，在此種情況下，行銷就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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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績效管理係依大量集體的統計資料 

消費者貸款最大的特色竟是比數多金額小，案件數少則數十萬

筆，多則數百萬筆(尤其是信用卡業務)，其績效管理絕對要依賴系統

建置，無論是客戶關係管理(CRM)、業務統計、收益性分析、催理管

理、損失率及損失金額之評估等，均非人工所得完成。 

第二節 銀行授信評估五項原則 

授信是銀行資金運用主要方式之一，為確保資產品質，在授信

過程中對於借款者信用審查，尤為重要。5P理論由 Hunn (1970) 所

提出，就銀行實務作業上授信決策的信用評估觀點，一般公認較能符

合判斷標準。所謂 5P即：借款戶、資金用途、還款財源、債權保障、

授信展望等，銀行授信人員就上述五項因素進行評估，從而綜合所得

結論，權衡輕重作為授信決策。由於此五項如以英文字母表示，每一

英文字母均以 P為開頭，故稱為授信評估 5P原則。玆依羅際棠(民國

85 年)所編著「銀行授信與經營」第一章之內涵，將銀行授信評估五

項原則簡要說明如下： 

一、借款戶因素(People) 

對於借款戶的評估，以消費者貸款審核角度而言，可由其借款

人責任感及其與銀行之往來關係兩方面加以分析： 

(一)責任感：可針對借款戶家庭背景、性別、年齡、教育、婚

姻狀況、職業表現及誠實信用進行瞭解，以確定借款戶是

否具備足夠責任感履行放款契約、償還債務。 

(二)與銀行往來關係：評估與銀行之往來情形，瞭解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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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實績及與放款總額是否相稱，以及是否主動提供徵信

資料等。 

二、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借款資金運用計畫，是授信案件審核的重要因素之一，銀行應

避免為追求放款成長，或礙於人情關說壓力，不顧借款戶真正資金需

求。健全的授信業務，不僅在貸放前重視其資金用途，並應在貸放後

追蹤是否依照原定計畫運用。 

三、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還款來源是確保授信債權收回的首要條件，確保借款人是否有

正當而充分之還款來源，以按時清償本息，因此分析借款人償還貸款

的資金來源，是銀行評估授信的核心。一般企業貸款之還款來源為營

業收入、保留盈餘或來自外部資金等。個人方面，觀察其資力良好與

否，除觀察借款人薪資、職業、投資、利息等所得外，亦可依據其所

擁有資產之多寡，資產一般可區分為流動資產及固定資產，流動資產

包括借款人現持有之存款、公債、股票及其他易變現資產，固定資產

包括土地、房屋等資產。 

四、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債權保障為銀行收回貸款之第二道保障，作為預防原有之還款

來源不能實現時之緩衝準備。消費者貸款中此一項債權保障可略分為

抵押物的「內部保障」，以及包含保證人、背書保證、第三者對銀行

承擔借款戶的信用責任等的「外部保障」。其中以房屋作為抵押物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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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比重，基本上對於抵押物估價應合於時價，並應詳細評估其處分

難易度，避免估價不實情形發生，以至於損及銀行債權。 

五、授信展望因素(Perspective) 

授信展望即承做授信之利弊分析，需瞭解所承擔之風險與所得

到之利益，兩相比較是否值得。一般而言，銀行承做消費者貸款，其

利益包括利息、手續費、帳管費、保險費等收入或借戶能增加相關業

務(存款、外匯等)之往來；但銀行也需承擔下列風險：抵押物折舊、

抵押物價值變動、抵押物市場性、無法按期收回之流動性風險、無法

收回本息之財務風險、利率及匯率不利變化可能遭受損失之利、匯率

風險。除此以外，尚須注意借款人職業的展望，也就是其行業別及借

款人將來的發展性等，然後再據以收益與風險輕重的衡量下，決定是

否貸放，作出對銀行最有利之抉擇。 

銀行在辦理消費者貸款授信審查時，因為消費者貸款申貸戶本

身之特性，除了上述授信 5P原則外，尚需特別注意 3點評估因素：

償債能力(Ability to pay)、穩定性(Stability)、還款意願(Willing to pay)，

對於消費者貸款授信的風險較能掌控。 

第三節 現行銀行授信審查評估機制 

銀行在授信徵審過程中，除貸放前對申貸者嚴格審核外，在貸

放後借款人是否能依放款契約約定事項履行規定，是銀行在放款事後

管理的要項，若借款者繳息(本金)出現異常狀況，銀行需嚴密監控以

避免產生放款違約情形，因此授信風險評量方法對銀行而言益顯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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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銀行現行可利用作為授信風險評量方法有經驗法則、信

用評等制度、信用評分制度、評等與評分混合制度、及專家系統等 5

類。茲將其內容說明如下： 

(一 )經驗法則 (Rules of Thumb)與主觀判斷法 (Subjective 

Judgement) 

經驗法則係憑藉授信人員及其上級主管依據相關規範及過去個

人經驗，訂出拒絕授信對象的範圍及條件特徵，以主觀角度判斷貸款

案件核貸與否。本方法執行上較為容易，但相對易受個人主觀價值影

響，無法客觀考量各項影響因素相對重要性及差異程度，因此造成主

觀偏見與判斷誤差。且授信工作需長期知識經驗累積，往往會因人力

頻繁變動造成無法銜接，而讓經驗流失。 

(二)信用評等制度(Credit Grading System) 

信用評等制度係指銀行基於內部風險控管，依據借款戶或授信

案件中各項條件予以定性方式，評估其發生不良率機率大小，訂定統

一之信用風險準則，將借款戶或授信案件加以等級分類，以作為授信

審核所依據的制度。其特點是對各項條件逐項予以等級評價，可經由

多方考量，避免少數特徵要素的影響而導致判斷偏差。但其評定仍由

各授信人員自行綜合判斷，因缺乏公認評等項目，且通常仍有主觀加

減分調整等級的設計，易流於主觀而造成偏頗，影響授信決策品質。 

(三)信用評分制度(Credit Scoring System) 

信用評分制度主要是改善信用評等制度，將評估要素由評等改

以定量的分數取代，使授信人員可以客觀的方式給予評分，獲得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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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表示償債能力愈強。但此方法最重要問題在於評分項目選擇不

易，雖然信用評分表項目的選取，除依據經驗外，可藉由統計方法從

歷史資料中獲得，但同時影響信用風險的因素甚為繁多，需謹慎選

擇，才可減少判斷的失誤。 

(四)信用評等與信用評分混合制 

綜合信用評等及信用評分制度，可先將借款戶信用區分為若干

等級，然後再給予分數；或先計算客戶的評核總分，然後將分數劃分

為若干等級，同一等級的借款戶獲得相同貸放條件，執行上較為困

難，但結合信用評等及信用評分優點，目前審核制度大都採用此種混

合方式。 

(五)專家系統 

此種評核機制是較新的做法，係利用資訊科技的技術來建立一

自動評核系統，用以輔助或取代授信專業人員之審准工作。知識系統

工程師(Knowledge Engineer)將專業授信人員的知識經驗具體化，並

建立一判斷法則知識庫，然後利用推理機（Inference Engine）來進

行法則推導，完成一專家系統。 

利用電腦資訊科技技術來建立自動審核系統，用以輔助或替代

授信專業人員工作。如類神經網路應用，分析歷史個案資料，進行歸

納推導，產生判斷法則，在以此法則建立專家系統，雖具客觀性，但

較為複雜，執行較為不易。 

第四節 信用風險相關研究 

信用違約預測，不論是在學界或者是實務界都一直是廣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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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在實務上，除了銀行業者對於貸款者的信用風險管理之外，

另外評等公司對於受評企業的信用等級歸類，都必須對企業違約預測

有相當程度的涉入。在學術界中之研究，自從 Altman(1968)採用多變

量區別分析法 (multivariate discriminate analysis, MDA)，

Ohlson(1980) 採 用 羅 吉 斯 迴 歸 分 析 法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進行企業違約預測之後，相關的研究亦一直在持續中，最

近幾年學者們的研究重點則在於利用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

模型進行相關議題之研究，惟類神經網路雖然在實證研究上有正確率

較高的優點，且不受限於樣本為常態分配的假設，亦無變數是否具共

線性的問題，同時模型無嚴格的假設限制及具有處理非線性問題之能

力；但其缺點為模型運作時是黑箱作業，無法得知其運作方式，亦即

其本身並沒有統計理論與基礎，亦可能有過度配適(over fitting)

的基本問題。 

然而由於多元區別分析的解釋變數需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而

一般財務比率變數或者是虛擬變數多不符合，加上模型無法處理非線

性情況、不能有效處理非量化變數、變數須先標準化、變數選擇的偏

差可能會對分類能力造成影響等缺點，因此 80 年代開始有學者改採

條件較為寬鬆的羅吉斯迴歸分析或 Probit分析。 

自 95年年初以來，台灣「雙卡問題」風波迄今未止，為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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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養成重視本身信用狀況之習慣，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爰依

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銀行公會之函請，於今(95)年 4月 1

日起推出個人信用評分服務。 

該中心個人信用評分模型，係將資料庫中所有個人，區分為以下

3類： 

1.「不予評分者」：如非本國人、信用資料不足、小於20歲、被宣告

禁治產、已屬違約者。 

2.「給予固定評分者」：如為個人雖有前述之違約情況，但仍有其他

正常之信用交易，亦即仍有金融機構願意與該個人往來者，則不分

對象而給予固定之信用評分分數。 

3.「實際評分者」：不屬前述「不予評分」、「給予固定評分」標準者，

則以該中心所蒐集有關該個人之相關信用資料，進行信用評分。 

該中心個人信用資料庫資料係來自各銀行所報送之個人信用資

料，包括個人於整體金融機構之貸款資料、信用卡資料、繳款狀態資

料、票信資料、查詢記錄資料等，但並不包括個人與金融機構往來時

提供給各銀行屬個人財力資料，如其收入、存款、資產狀況等，此類

資料並未納入該中心個人信用評分考量之正面資料。基於上述資料限

制，該中心個人信用評分結果並未能精確反應受評對象之實際還款能

力，各金融機構在使用該中心個人信用評分結果，仍必須依據其授信

政策與徵審標準，結合與其自身所蒐集之更為精緻與完整之資訊，進

行全面性之風險判斷並作成信用決策。該中心個人評分模型結果並非

金融機構進行信用決策之唯一依據。 

相對而言，個人亦不宜僅依憑聯徵中心之評分結果，向所有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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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預計往來)之金融機構要求一致性之信用條件，因為每家金融機構

各有其不同之授信政策、風險偏好程度、信用好壞判斷標準，以及聯

徵中心評分結果在其授信決策考量諸多因素中所占之權重比例，甚至

金融機構經評估後，選擇不予採用，因此，該中心之個人信用評分結

果並非金融機構評估個人信用好壞之唯一標準。 

一、國內相關研究 

許愛惠（民 83）的「信用卡信用風險審核範例學習系統之研究」，

以當時國內第一大發卡機構八十一全年度核卡之持卡人為研究對

象，在 2,788個強停戶及 97,001之正常戶中，將持卡人之年齡、教育

程度、行業別、公司資本額、職稱、年收入、甲存紀錄、不動產、已

持用卡數等變數，以逐步排除法（Stepwise）萃取出教育程度、持用

卡數、公司資本額、職稱、甲存紀錄為較佳解釋變數。 

 

曾俊堯（民 84）在「信用卡風險評估模式之研究」，從某發卡機

構核卡之客戶中，以簡單隨機抽樣方法抽出 200個正常戶與 200個已

違約強停卡戶為研究樣本。將樣本戶申請人之年齡、教育程度、家庭

狀況、不動產、行業別、公司資本額、年收入、現職年資等變數，利

用卡方檢定方法篩選出公司資本額、教育程度、現職年資、銀行平均

存款餘額、自有住宅、親友關係等六個變數，以區別分析模式，建立

信用卡風險評估模式。 
 

龔昶元（民 87）在「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應用於信用卡風險

審核之研究－以國內某銀行信用卡中心為例」，分析某發卡機構 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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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 86年 10月止總流通卡數 56,831卡中，以簡單隨機抽樣方法，

抽出正常卡 400個樣本與不良強制停用 400個樣本，將持卡人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年數、有無支票存款、有無定存、

有無附卡、有無不動產、有無持用他行信用卡、工作行業別及職稱等

作為研究變數，利用卡方檢定及 Forward Stepwise 方法，篩選出婚

姻狀況、居住狀況、教育程度、有無不動產、工作年數、有無附卡等

六個解釋變數，以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建立信用

風險審核模式。 

 

施孟隆、游清芳及李佳珍（民 88）在「Logistic模式應用於信用

卡風險審核之研究－以國內某銀行信用卡中心為例」，分析某發卡機

構截至 87年 12月止總流通卡數 47,060卡中，以簡單隨機抽樣方法，

抽出正常卡 300個樣本與逾期強制停用 300個樣本，將持卡人性別、

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住屋狀況、工作業別、是否就業、工作

年數、年收入、是否為本行存款戶、已持用卡數、是否為本行房貸戶、

有無附卡、是否為授薪階級等作為研究變數，利用 t檢定方法，篩選

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業別、是否就業、已持用卡數、是否

為本行房貸戶、是否為授薪階級等九個解釋變數，引進彈性概念進行

解釋對信用風險發生之敏感度分析。 
 

李桐豪、呂美慧(民 89)在「金融機構房貸客戶授信評量模式分

析－Logistic 迴歸之應用」採用羅吉斯迴規模式作為信用評等模式，

探討影響房貸授信成敗之顯著變數，結果發現以婚姻狀況、學歷、貸

放期間、借款人與擔保人關係、借款人通信住址與擔保品位置相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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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及金融往來關係，為影響房屋貸款品質好壞之主要因素。 

 

陳宗豪(民 89)在「消費者小額信用貸款之信用風險研究－甄選

的觀點」整理出可能影響信用之風險因素，並以某民營銀行在高雄區

之二家分行於 87年 7月 1日前審核通過所貸放之 3,678個案為樣本，

來探討分析影響消費者小額信用貸款信用風險之因素與兩家分行之

差異。經研究後則整理出影響信用之風險因素及發現很多以前不少流

傳教導之授信觀念，目前並不全適用消費者小額信用貸款，其發現如

下： 

1. 以前規章認為軍警人員風險極高，不宜承做，最好加以婉

拒，但研究顯示此二者逾期比率相對較低，乃值得承做以獲

得利潤。 

2. 綜合行庫信用評分表認為：年齡約在 35-50 歲者，較年齡

20-30 歲者信用條件為佳，但研究顯示年紀 35 歲以下優於

35歲以上者 

3. 婚姻狀況認為已婚者較未婚者佳，但研究顯示皆以 35 歲以

下且未婚者最低，已婚者次之，35歲以上未婚者逾期比率特

別高。 

4. 貸款怕家人知到者有較會逾期之虞慮之觀念，但 A分行統計

資料可看出不願意者（5.5%）逾期比率最低，願意者（7.5%）

次高之，無表示意見者最高。 

 

李海麟(民 91)在「銀行消費者房屋貸款授信評量之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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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為國內某家金融機構，從民國 85年 10月起至民國 88年 10

月止，針對消費者房屋貸款業務之案件隨機分層抽取繳息正常之正常

件 120件與逾期繳款超過三個月以上不良件 30件為本文研究樣本，

比較正常戶及逾期戶兩群體之差異，並運用羅吉斯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建立消費者房屋貸款授信評量模式，研究實證結果

可歸納成下列幾點結論： 

1. 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年齡、年收入、貸款型態、婚姻情形、

貸款區分及擔保品所有權者為申請表上影響授信品質良窳

的顯著變數。加入審核變數後，顯著變數則為性別、職業、

年收入、擔保品所有權者、借款戶有無其他金融借貸及貸款

成數。 

2. 模型的妥適性及配適度均可被接受且整體的區別效果在申

請表原始變數迴歸模式達 94. 67﹪；而在加入審核變數後，

迴歸模式整體的區別效果則高達 98.00﹪，此結果亦可印證

本文授信評量模式確可適用並有其效用性。 

3. 健全的授信制度必須超越傳統上強調擔保品的價值，須以整

體的適當性加以考量。 

 

陳勇誠(民 92)在「銀行授信評等模式－以小額信貸為例」嘗試

以 Steenackers and Goovaerts (1989) 建立個人信貸模型，運用類神經

網路與區別分析為模型辨識工具，實證授信評等模式的績效。研究樣

本來自某金融機構小額信貸部門，民國 89-90年核准之個人信用貸款

案件，包括 794 件正常還款戶與 273件違約戶，共計 1067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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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以 Steenackers and Goovaerts的十二個解數變數(職業、借款金

額、年資、年所得、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居住狀況、性別、

金融機構借款金額、擔保借款金額、信用借款金額)作為個人信貸的

授信評估模式。實證結果發現：（1）類神經網路的模型辨識正確率達

95.27％,其中，正常戶與違約戶的辨識率各為 95.05％與 95.49％。（2）

區別分析的模型辨識正確率達 69.65％,其中，正常戶與違約戶的辨識

率各為 66.08％與 73.22％。（3）類神經網路的外樣本模型預測正確率

為 78.19％,其中，正常戶與違約戶的辨識率各為 60.77％與 95.60％。 

 

張明哲(民 92)在「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授信模型之研究－以國內

某金融機構為例」，蒐集樣本逾期戶 157 件、正常戶 469 件共計 626

件，並從過去文獻及個案銀行信用評分表中，找出影響客戶違約風險

的變數共 16項，透過羅吉特(Logit)模型、t檢定等研究方法，最後，

實證結果發現：(1)性別、(2)服務機構、(3)月薪、(4)年齡、(5)婚姻狀

況、(6)銀行借款往來情形、(7)負債比率、(8)貸款期間、(9)貸款利率

等 9項變數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研究結果另發現，個案銀行信用評

分表的分數與羅吉特(Logit)模型預測發生違約機率二者間的相關性

不高，但羅吉特(Logit)模型預測能力優於個案銀行信用評分表的分

數，所以，個案銀行評分表若可改採羅吉特(Logit)模型來預測借款人

的信用風險，將可淘汰高信用風險的客戶，減少逾放的發生，為銀行

創造更多的利潤。 

 

洪榮隆(民 92)「消費性貸款信用風險之分析－應用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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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40個消費者性貸正常或違約案例，作為研究對象，依 14個相關

變數，利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系統進行分析，得出 90%預測正確率，

得出研究結果：1.部份風險因素(諸如：聯絡狀況、住宅狀況、查詢次

數、信用卡記錄、年資、職業、年收入及性別)對違約機率具顯著影

響，並可依此結果得出在消費性貸款財務或行為預測之主要工具。2.

利用類神經網路系統建立風險預測模型，此模型有效協助金融機構授

信管理人員利用借款申請人統計資料，可落實執行風險管理策略。 

 

林勉今(民 93)「消費性貸款授信風險評估之研究－以Ｘ銀行為

例」以某銀行消費者貸款案件為研究對象，以 2001年 1月到 12月底

於該銀行辦理消費貸款案件為抽樣母體，由正常貸款抽取 231件，逾

期案件抽取 231件，利用羅吉斯迴歸(Logistic-Regression)進行資料分

析以性別、服務機構、年資、薪資、婚姻、房屋、存款、信用狀況、

區域及核准利率作為預測變數，結果本模型中對逾期案件的預測準確

度為 77.9%，對正常的貸款件的預測準確度為 79.2%。其研究實證結

果擇要說明如下：一、性別因素為評估違約機率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案例及其他研究顯示女性的違約比率較男性低，可將此一因素列入銀

行評分表。二、因科技的快速進步，使得產業變遷造成結構性失業，

年資愈長者信用風險未必愈低，宜於評估信用風險時考慮申請戶所從

事的產業別。三、高所得者未必是信用風險較低者，應考量其實質淨

收入，故建議增加收支比變數。四、研究結果，年齡及保證人之多寡、

有無，對借戶信用風險的影響並不顯著。五、已婚者較未婚者之信用

風險為低，顯示家庭約朿力使借款人因責任感而降低違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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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堅(民 93)「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授信評量模式之研究」以國

內某家商業銀行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民國 89、90、91 年貸放之案

件為抽樣母體，抽取正常還款的正常戶 150件、逾期三個月以上的不

良戶 150件，合計 300件。並就授信申請書表所載之借戶基本資料，

以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之信用資料為研究範圍，運用羅

吉斯迴歸模型建立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之授信評量模式。本研究之實

證結果可歸納為如下：一、貸款之顯著風險變數為教育程度、年齡、

負債所得比率、現金卡張數、是否使用循環利息、近三個月是否有他

行查詢等六種。二、在表內變數中，若以負債所得比率取代年所得，

將提升模型整體正確率，故金融機構應重視負債所得比率甚於年所

得。此外，加入表外變數後確能大幅提升模型之預測準確率，故聯徵

查詢資訊對貸款成敗實具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力。 

 

二、國外相關研究 

Altman(1968)是最早利用多元區別分析於財務違約預測文獻，該

文利用 1946-1965 年間的美國製造業資料，33 家正常公司，33 家破

產公司為樣本。參酌過去相關研究的變數，加上作者認為有用的變

數，選出 22 個財務變數，共分五類，分別為：流動性、獲利性、槓

桿、償債能力、週轉率。最後篩選出 5個最具代表性的財務變數，建

立 Z-score模型，Altman之區別函數如下式： 
 

54321 X999.0X6.0X3.3X4.1X2.1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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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X 為營運資金對總資產比率； 

2X 為保留盈餘對總資產比率； 

3X 為息前稅前盈餘對總資產比率； 

4X 為股本市值對總負債帳面價值比率； 

5X 為銷貨淨額對總資產比率。 

 

對於模型的區別能力檢定，Altman採用型一、型二誤差的檢定。

原始樣本內的檢定，型一誤差為 6％，型二誤差為 3％，模型整體區

別正確率 95％。另外作者額外選取 25個破產公司樣本作為樣本外預

測，結果正確率有 94％。而模型的最適截斷點為 Z=2.675，Z值愈小，

企業發生違約的機率愈高。 

Ohlson(1980)使用羅吉斯迴歸模型，利用美國 1970-1976年間的

公司資料，排除零售業、運輸業、和金融業，進行公司破產預測，樣

本包括 105家破產公司及 2058家正常公司。模型的解釋變數有 9個，

包括：log(總資產/物價指數)、負債比率、營運資金佔總資產比、流

動比率、總資產報酬率、營業現金流量佔總資產比、虛擬變數 1(負債

大於資產為 1，反之為 0)、虛擬變數 2(稅後淨利小於零為 1，反之為

0)、和淨收入的變動，其模型正確率有 84％。另外 Ohlson 在該研究

提出「財報時間點」的問題，認為以前的文獻皆假設公司的年報可以

在財務年底獲得，但實際上，財報需會計師簽證，因此會有延遲，如

此一來使用較晚公布的財報，或使用那些會計報告中已揭露公司將破

產的財報來「預測」已發生的破產事件似乎不合理。而對於變數的選

取，該文認為，任何模型的預測能力很大的部分取決於該模型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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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測變數，過去所採用的皆為會計資訊，或許使用股價或股價的變

動等非會計資訊可以提升模型的預測能力。而 Probit模型大致上和羅

吉斯迴歸模型相似，同樣可以解決自變數非常態的問題。可是由於羅

吉斯迴歸模型實證結果多優於 Probit模型，故多數學者採用羅吉斯迴

歸模型。 

Updegrave(1987)實證發現，借款人是否有其他借貸、年收入、

年齡、職業、工作時數、與銀行是否建立有支票存款或一般存款帳戶

等變數為信用風險重要影響變數。 

Gardner and Mills(1989)探討逾期放款發生違約呆帳的可能性，

認為在逾放期間的信用管理是很重要的，當借款人本身因素改變，如

職業、婚姻情形等，這些資訊可幫助銀行評估發生違約呆帳的機率。

該文以羅吉斯迴歸模式進行分析，實證結果發現，放款契約利率、借

款人婚姻、職業及信用情形、抵押物型態、抵押物已使用年數、貸款

期間、貸放成數及利息佔所得百分比等因素與違約機率有高度相關。 

Steenackers and Goovaets(1989)亦採用逐步羅吉斯迴歸模式，研

究影響個人貸款之信用評等模式，顯著變數有年齡、職業、月收入、

貸放期間、抵押物所有權及之前貸款個數。 

Phillips, Rosenblatt and Vanderhoff(1996)利用 1986-1992 年的個

人住宅貸款資料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其樣本中貸款類型共分為 30 

年期固定利率貸款、15 年期固定利率貸款，以及 30 年期浮動利率

貸款，研究結果發現 30 年期固定利率貸款與 15 年期固定利率貸款

相對於 30 年期浮動利率貸款有較低的違約機率，Vanderhoff(1996)

亦獲得相同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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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相關文獻解釋變數彙總情形 

綜合以上國內外相關文獻，茲將影響消費性貸款授信風險之解

釋變數整理如表 2-1，本研究將依據表 2-1 進行相關分析模型與解釋

變數之評估與選取。 

 

表 2-1 國內相關研究分析模型與解釋變數彙總表 
研究人 專題名稱 分析模型 解釋變數 

許愛惠(民 83) 信用卡信用風險審核範
例學習系統之研究 

羅吉斯迴歸 教育程度、持用卡

數、公司資本額、職

稱、甲存紀錄 
曾俊堯(民 84) 信用卡風險評估模式之

研究 
卡方檢定方法 
區別分析 

資本額、教育程度、

現職年資、銀行平均

存款餘額、自有住

宅、親友關係 
龔昶元(民 87)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式

應用於信用卡風險審核

之研究－以國內某銀行

信用卡中心為例 

羅吉斯迴歸 婚姻狀況、居住狀

況、教育程度、有無

不動產、工作年數、

有無附卡 
施孟隆、游清

芳及李佳珍(民
88) 

Logistic 模式應用於信用
卡風險審核之研究－以

國內某銀行信用卡中心

為例 

羅吉斯迴歸 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工作業別、是否

就業、已持用卡數、

是否為本行房貸

戶、是否為授薪階級 
李桐豪、呂美

慧(民 89) 
金融機構房貸客戶授信

評量模式分析－Logistic
迴歸之應用 

羅吉斯迴歸 婚姻狀況、學歷、貸

放期間、借款人與擔

保人關係、借款人通

信住址、擔保品位置

相對關係、金融往來

關係 
陳宗豪(民 89) 消費者小額信用貸款之

信用風險研究－甄選的

觀點 

無母數統計 職業別、年齡、婚姻

狀況、是否願意讓家

人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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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麟(民 91) 銀行消費者房屋貸款授
信評量之實證分析 

羅吉斯迴歸 性別、年齡、年收

入、貸款型態、婚姻

情形、貸款區分、擔

保品所有權者 
陳勇誠(民 92) 銀行授信評等模式－以

小額信貸為例 
類神經網路 
區別分析 

職業、借款金額、年

資、年所得、年齡、

婚姻狀況、教育程

度、居住狀況、性

別、金融機構借款金

額、擔保借款金額、

信用借款金額 
張明哲(民 92) 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授信

模型之研究－以國內某

金融機構為例 

Logit模型 
t檢定 

性別、服務機構、月

薪、年齡、婚姻狀

況、銀行借款往來情

形、負債比率、貸款

期間、貸款利率 
洪榮隆(民 92) 消費性貸款信用風險之

分析－應用類神經網路 
倒傳遞類神經

網路系統 
聯絡狀況、住宅狀

況、查詢次數、信用

卡記錄、年資、職

業、年收入、性別 
林勉今(民 93) 消費性貸款授信風險評

估之研究－以Ｘ銀行為

例 

羅吉斯迴歸 性別、服務機構、年

資、薪資、婚姻、房

屋、存款、信用狀

況、區域、核准利率 
戴堅(民 93) 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授

信評量模式之研究 
羅吉斯迴歸 教育程度、年齡、負

債所得比率、現金卡

張數、是否使用循環

利息、近三個月是否

有他行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