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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證模型 

由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可歸納出一個初步結論，就個別貸款戶信用

風險之衡量或其所屬分組(正常組、不良組)所運用之計量模型，較多

研究者所使用者大多以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及羅吉斯迴歸

模型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兩種方式，惟此兩種方式之分析目的有

所不同，區別分析目的在於運用數理統計之技巧將資料組別區分出

來，較不著重於參數數值之經濟涵意，羅吉斯迴歸分析則較著重於自

變數及其推估參數之意義，惟兩者均得用於資料樣本個案之組別預

測。 
 

第一節 模型建立 

一、區別分析 

1.區別分析基本概念 

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或譯為判別分析)通常用來進行

對被觀察個體之分類，區別分析的自變數(一般稱為預測變數、反應

變數)屬計量性資料，而依變數(一般稱為分組變數、準則變數)則屬非

計量資料。其型態如下： 
 

     Yi ＝ ｕ1Xi1＋ｕ2Xi2＋ｕ3Xi3＋…＋ｕmXim          ｉ＝1…ｎ 

     Y表示準則變數(依變數) 

     Xj表示預測變數(自變數)  j＝1…m 

 

區別分析目的在找出準則變數之線性組合，依此線性區別函數做

群體區分，使區分後之群體其組間變異平方和(又稱為組間「樣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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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與交叉乘積和(Sum of Squares and Cross-Product)矩陣」，簡稱組間

SSCP 矩陣)相對於組內變異平方和(組內 SSCP 矩陣)為最大，以達到

最佳區分效果。 

假設有 P 個預測變數 X1、X2…XP，我們必須求出這些預測變數

之區別變數值，並予以線性組合後得出區別函數，線性區別函數之型

態如下： 
 

Zi＝ａ0＋ａ1ｘ1＋ａ2ｘ2＋…＋ａpｘp        

Zi＝區別函數值 

    Xi＝第 i個預測變數 

    ａi＝第 i個預測變數之區別函數係數(如同迴歸方程式之迴歸係數) 

    P＝預測變數個數 

 

2.區別函數估計方法 

估計區別函數的方法有同步估計法（Simultaneous Estimation）及

逐步估計法（Stepwise Estimation）兩種。同步估計法同時將所有預

測變數納入區別函數中推估區別函數係數。逐步估計法乃根據各預測

變數區別力之大小每次納入一個預測變數到區別函數中。先選出區別

力最大的一個預測變數，先將之納進區別函數中，接著再分別和其他

預測變數一一配對比較，和第一個預測變數相結合後最能改進區別函

數區別性的那個預測變數就選為區別函數的第二個預測變數，其餘置

入之變數順序依此類推。 

3.區別分析區別分類方法 

A. 截斷值法(cutoff-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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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係根據區別分數計算一個截斷值，如果觀察樣本的計算

分數大於該截斷值，就歸為一類，如果小於該截斷值，就歸

為另一類。 

B. 線性分類函數(linear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此法係先依模型設計跑出數組線性分類函數，觀察樣本則依

各條線性分類函數計算出分數後，將其分類到分數最高的組

別，這種方法最早是由英國著名統計學者費雪（R.A. Fisher）

在 1930年發展出來的，故一般稱為 Fisher分類函數(Fisher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C. 距離函數(distance function) 

分別計算每一個觀察樣本到每一組別形心(centroid)的距離，然

後將其分類到與某一個形心距離最小的組別。其所使用的計

算方式是馬氏距離法，由馬氏 P.C.Mahalanobis 所發展出來

的距離法，係傳統的歐幾里得距離公式套用Ｃｗ聯合組內共

變數矩陣來加以調整，兩個平均數修正之重心 k 與 h 之間的

馬氏距離為： 如果第 A的重心 a二者

間的 較該點到群體之重心 b的 為小即劃歸群體 A；反之，

則劃歸群體 B。 

D. 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或機率法(probability) 

此法係依據事前機率(prior probability)及馬氏(Mahalanobis)

距離計算觀察樣本歸屬於某依組別的事後機率 (posterior 

probability)，將其分類到機率最高的組別。 

二、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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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羅吉斯迴歸模型基本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遇到只有兩種結果的問題，例如今天是否

會下雨？考試是否會錄取？諸如此類問題其結果均屬於二分類因變

數(Binary or Dichotomous Dependant Variable)，對於此類問題，羅

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即為非常適合之分析工具。 

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是屬質因變數迴歸模型之一

種，與傳統迴歸模型不同之處在於其因變數為分立性，而傳統迴歸模

式的因變數則為連續性。其特性在於利用羅吉斯(Logistic)機率分配轉

換自變數，使因變數 Y 轉換為介於零到一之間的機率值。故其使用

上限制較少，只假設分類問題發生的機率為羅吉斯(Logistic)分配。 

羅吉斯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可表示如下： 
 

Prob(事件發生)＝ｅ(B0+ΣBiXi)
／(１＋ｅ(B0+ΣBiXi)) 

亦即 

Prob(事件發生)＝１／(１＋ｅ－(B0+ΣBiXi)) 

或者可以寫成 

Prob(事件發生)＝ｅ
ｚ
／(１＋ｅ

ｚ
) 

亦即 

Prob(事件發生)＝１／(１＋ｅ
－ｚ

) 

其中Ｚ為自變數（解釋變數）的線性組合，表示如下： 

 

Ｚ＝Ｂ0＋Ｂ1Ｘ1＋Ｂ2Ｘ2＋…＋ＢiＸi        ｉ表示自變數的個數 

 



 35 

2.羅吉斯迴歸模型機率函數 

二分類區分法則因假設變數為 1(代表事件發生)和 0(代表事件不

發生)。Zi 為潛伏變數，代表個體對二分類項目之感受強度，迴歸係

數Ｂi 係以最大概似法求得，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與漸近有效性

(Assympotatically Efficiency)兩種優點。為確保事件發生機率落在(0,1)

之間，且為使事件發生機率為原模式之非遞減函數，故以累積機率函

數將潛伏變數 Zi 做轉換。累積羅吉斯分配函數(Cumulative Logistic 

Distribution Function)之型式如下： 
 

Pi= F(Zi) =  ize−+1
1

 

 

當 Zi(風險係數)愈大時，則 Pi(違約倒帳機率)愈大；且經過此一

轉換可確保 Pi落於（0,1）之間，另設定臨界機率值作為事件發生與

否的判定標準，若事件發生機率大於臨界機率，則判定事件發生；若

小於臨界機率，則判定事件不發生，一般情況下，臨界機率值設為

0.5。 
 

第二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係以國內某家商業銀行 93 年所承作之個人信用貸款案件

中，隨機抽取正常戶 2,500戶、逾期戶 500戶，合計 3,000戶，做為

本文樣本資料，並以其中正常戶 2,000戶、逾期戶 400戶，合計 2,400

戶，用於分析模型之建立，其餘正常戶 500戶、逾期戶 100戶，合計

600戶，則用於模型之測試，以真實數據來檢驗模型之預測能力。 

由於受到資料來源銀行係依其本身管理需要所建檔內容，故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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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有想要分析之影響變數均得以取得，例如申貸戶之聯徵中心

票信、債信、信用卡繳款紀錄、各金融機構負債情形等，惟本研究係

以銀行核貸戶為研究對象，故雖然聯徵中心相關資訊未能取得，但因

銀行在徵信審核時，如有信用狀況異常之情形，或負債過高造成每月

付息還本金額佔每月所得比率(此比率在銀行消費金融業務上通稱負

債比率，惟與會計上所稱之負債比率定義有別)過高者，將會被銀行

拒絕，而不會予以核貸，故並不會影響本研究之分析結果。 
 

第三節 變數選取與說明 

本研究對於分析模型變數之選取，主要係基於第二章相關理論及

文獻之探討，參酌授信實務個人信用貸款上徵信審核之主要項目，銀

行資深審核主管之意見，以及資料之可取得性，所取之變數詳如表

3-1，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因變數(被解釋變數) 

本研究之因變數(Dependent Variable，或稱依變數、被解釋變數)

係信用貸款戶之現況，付息還本狀況正常之案件，「借戶現況」變數

值為 0，如屬逾期 3個月以上之案件，「借戶現況」變數值為 1。 

二、自變數(解釋變數) 

本研究之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或稱解釋變數)係就相關

理論或前人所做分析中曾使用過並經本研究初步認定與個人信用貸

款之戶況有正相關或負相關者，共有下列 9個項目。 

1. 性別 

係屬虛擬變數，女性數值為 0，男性數值為 1，預期男性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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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較高。 

2. 申貸時年齡 

係屬區間變數，25歲及以下數值為 1、26-40歲數值為 2、41-55

歲數值為 3、56歲以上數值為 4，預期年齡層最低及最高之兩

組不良率較高。 

3. 教育水準 

係屬類別變數，研究所以上數值為 1、大專數值為 2、高中職

以下數值為 3，預期學歷愈低不良率愈高。 

4. 職業 

係屬類別變數，依行政院主計處之職業分類，職業別屬於經

理人、主管人員、專業人員、助理專業人員、技術員等係屬

於管理階層或技術層次較高者，給予之變數數值為 1；教育人

員較為特殊另行分類，給予之變數數值為 2；其他屬於技術層

次較低者給予之變數數值為 3。預期技術層次較低者不良率較

高。 

5. 年收入 

係屬區間變數，年收入在 25萬元及以下數值為 1、25-50萬元

數值為 2、50-75萬元數值為 3、75-100萬元數值為 4、100萬

元以上數值為 5。預期年收入愈低不良率愈高。 

6. 住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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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類別變數，住宅屬自有者數值為 1、屬配偶所有者數值為

2、屬親屬所有者數值為 3、屬租賃者數值為 4。預期房屋係

租賃者不良率較高。 

7. 居住區域 

係屬類別變數，居住於北部地區者數值為 1、中部地區者數值

為 2、南部地區者數值為 3、東部地區者數值為 4。預期居住

區域在南部者不良率最高，中部、東部次之。 

8. 婚姻狀況 

係屬類別變數，已婚者數值為 1、未婚者數值為 2、其他數值

為 3。預期未婚及婚姻狀況為其他者不良率較高。 

9. 申貸金額 

係屬區間變數，申貸金額在 25萬元及以下者數值為 1、25-50

萬元者數值為 2、50-75 萬元者數值為 3、75-100 萬元者數值

為 4、100 萬元以上者數值為 5。預期申貸金額愈高不良率愈

高或申貸金額多寡之不良率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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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模型變數分類及定義表 

變數 

類別 
變數名稱 變數類型 變數值 

對因變數 
預期影響 

因 
變 
數 
借戶現況 Dummy Variable 

正常戶：0 
不良戶：1 

 

性別 Dummy Variable 
女：0 
男：1 

男性不良率
較高 

申貸時年齡 Interval Variable 

25歲及以下：1 
26-40歲：2 
41-55歲：3 
56歲以上：4 

年齡層最低
及最高之兩
組不良率較
高 

教育水準 Categorical Variable 
研究所以上：1 
大專：2 
高中職以下：3 

學歷愈低不
良率愈高 

職業 Categorical Variable 

經理人、主管、專
業人員、技術員：1 
教育人員：2 
其他(技術層次較低
者)：3 

技術層次較
低者不良率
愈高 

年收入 Interval Variable 

25萬元及以下：1 
25-50萬元：2 
50-75萬元：3 
75-100萬元：4 
100萬元以上：5 

年收入愈低
不良率愈高 

住宅狀況 Categorical Variable 

自有：1 
配偶：2 
親屬：3 
租賃：4 

房屋係租賃
者不良率較
高 

居住區域 Categorical Variable 

北部：1 
中部：2 
南部：3 
東部：4 

居住區域在
南部者不良
率最高，中
部、東部次之 

婚姻狀況 Categorical Variable 
已婚：1 
未婚：2 
其他：3 

未婚及其他
者不良率較
高 

自 

 

變 

 

數 

申貸金額 Interval Variable 

25萬元及以下：1 
25-50萬元：2 
50-75萬元：3 
75-100萬元：4 
100萬元以上：5 

申貸金額愈
高不良率愈
高或申貸金
額多寡之不
良率無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Dummy Variable(虛擬變數)係指僅有 0及 1兩種情況之變數。Interval Variable(區間

變數)係指原屬連續變數，為便於分析而將之依區間而分類之變數，如將年齡、所
得等資料分段 grouping。Categorical Variable(類別變數)係指其結果係屬各各不同之
情形者，如婚姻狀況可分為已婚、未婚、其他等，或住宅狀況可分為自有、配偶
所有、親屬所有、租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