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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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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樣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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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則以從事類似信用違約分析中較多學者所使用

之區別分析及羅吉斯迴歸分析兩種，玆將研究結果扼要說明如下。 

一、區別分析 

1. 分析結果 

部分學者認為在解釋區別函數時，應以結構係數為主，因為結構

係數比較穩定，由表 5-1中可以觀察到，係數絕對值依序排列並在 0.1

以上者有申貸金額、教育水準、住宅狀況、性別、居住區域、婚姻狀

況等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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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區別分析結構係數及標準化區別函數係數表 

解釋變數 結構係數 
標準化區別 

函數係數 

申貸金額 .768 .844 

教育水準 -.366 -.284 

住宅狀況 -.329 -.319 

性別 .205 .463 

居住區域 -.154 -.222 

婚姻狀況 -.124 -.146 

職業 -.075 -.032 

申貸時年齡 -.049 -.144 

年收入 -.008 -.0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區別與預測能力 

由區別分析之結果可觀察到，無論是對模型樣本或非模型樣本，

均有相當高之區別與預測能力，其正確歸類之比率分別為 93.5%及

93.0%，錯誤歸類比率分別為 6.5%及 7.0%(其中將不良戶歸類為正常

戶之錯誤比率較將正常戶歸類為不良戶之比率為高)，對所有樣本之

正確歸類比率為 93.4%，錯誤歸類比率為 6.6%，其中將正常戶歸類為

不良戶之錯誤比率為 1.8%，將不良戶歸類為正常戶之錯誤比率為

4.8%，整體而言，本研究區別分析之區別與預測能力結果屬佳(詳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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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區別分析區別與預測能力結果表 

錯誤歸類比率 

樣本類別 
正確歸類 

比率 
正常戶歸類

為不良戶 

不良戶歸類

為正常戶 

模型樣本 93.5% 1.5% 5.0% 

非模型樣本 93.0% 2.5% 4.5% 

合計 93.4% 1.8% 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本研究對模型樣本之歸類稱為區別能力，對非

模型樣本之歸類稱為預測能力。 

 

二、羅吉斯迴歸分析 

1. 分析結果 

本研究經由羅吉斯迴歸分析，就性別、申貸時年齡、教育水準、

職業、年收入、住宅狀況、居住區域、婚姻狀況、申貸金額等 9項解

釋變數，分別估計個別解釋變數不同情況下之影響能力，其影響能力

大小之結果詳見表 5-3。以下分就各個解釋變數加以說明。 

A. 性別 

以性別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相同，男性不

良率高於女性不良率。 

B. 申貸時年齡 

以申貸時年齡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稍有不

同，原預期不良率與年齡組別之關連性，應係先隨年齡之增加而降

低，但到某一個年齡(如退休年齡)後則應呈現上升之情形(即”Ｖ”

字形)，亦即年齡層最低及最高之兩組不良率較高，然而實證結果 25

歲及以下之年齡組不良率最低，其次是 41-55歲，再次是 26-4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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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歲以上不良率最高。依本研究之推估，25 歲及以下之申貸戶，其

得申貸之金額可能較低，且通常會有父母家人之協助，故不良率最

低，41-55 歲之年齡層，通常工作年數較多、所處職位較高、家庭或

個人之大筆支出已較少，且應處於人生儲蓄期之階段，故不良率亦

低，至於 26-40歲之年齡層，因工作年數較少、所處職位較低、家庭

或個人應有置產等之大筆支出、或生育幼兒之撫育支出，通常在這個

階段之家庭或個人會產生現金流量的周轉問題，故不良率較高，而

56歲以上年齡層之申貸戶，不良率最高應符合預期結果。 

C. 教育水準 

以教育水準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相同，學

歷程度與不良率呈相反走勢，亦即學歷愈高不良率愈低。 

D. 職業 

以職業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不同，除了教

育人員明顯不良率較低外，經理人員、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

及技術層次較低之人員其不良率雖較教育人員為高惟並無差異。 

E. 年收入 

以年收入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不同，原預

期年收入與不良率呈相反走勢，亦即年收入愈高不良率愈低。實證結

果呈現不良率先隨所得之增加而增加，直到最高所得群組才下降之情

形，最低與最高所得階層之申貸戶不良率均低，而年收入在 50-75萬

元之中間階層(5 組所得階層中的第 3 組)不良率最高，次高者是

75-100 萬元者，年收入在 100 萬元以上者不良率最低，由此可推論

年所淂在 50-100萬間之社會大眾，確實需要詳實的理財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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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住宅狀況 

以住宅狀況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稍有不

同，原預期租屋者因需另支付房屋租金，故有可能不良率最高。經實

證結果顯示，住宅係親屬所有者不良率最高，其餘狀況之情形均與預

期相符。 

G. 居住區域 

以居住區域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大致與預期相

同，較特別的是，東部地區申貸戶之不良率最低，而後依序為北區、

中區、南區。 

H. 婚姻狀況 

以婚姻狀況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相同。其

中婚姻狀況填寫其他者不良率最高，依本研究之推論，通常婚姻狀況

會填寫「其他」之欄位者，大都屬離婚、同居、分居等非正常之情形，

通常處於此情況下申貸戶財務狀況大都不會很穩定，信用不良之情形

機率亦會較高。 

I. 申貸金額 

以申貸金額來看，其對因變數(準則變數)之影響與預期不同，原

預期申貸金額與不良率無關連或即使有關連應呈相同走勢，亦即申貸

金額愈高不良率愈高。實證結果發現，申貸金額與不良率呈相反之走

勢，不良率最低的是申貸金額在 75-100 萬元這一組，其次是 100 萬

元以上。反倒是申貸金額在 25萬元及以下的這一組部良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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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羅吉斯迴歸分析模型變數預期影響實證結果表 

變數名稱 變數值 
對因變數 
預期影響 

實證結果 
(不良率) 

性別 
女：0 
男：1 

男性不良率
較高 

女：低 
男：高 

申貸時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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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歲及以下：最低 
26-40歲：中 
41-55歲：低 
56歲以上：高 

教育水準 

研究所以上：1 
大專：2 
高中職以下：3 

學歷愈低不
良率愈高 

研究所以上：低 
大專：中 
高中職以下：高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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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人員：低 
經理人、主管人員、專
業人員、技術員及技術
層次較低之其他類：高
(且不良率無差異) 

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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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萬元及以下：低 
25-50萬元：中 
50-75萬元：最高 
75-100萬元：高 
100萬元以上：最低 

住宅狀況 

自有：1 
配偶：2 
親屬：3 
租賃：4 

房屋係租賃
者不良率較
高 

自有：最低 
配偶：低 
親屬：高 
租賃：中 

居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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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低 
中部：中 
南部：高 
東部：最低 

婚姻狀況 

已婚：1 
未婚：2 
其他：3 

未婚及其他
者不良率較
高 

已婚：低 
未婚：中 
其他：高 

申貸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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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萬元及以下：最高 
25-50萬元：高 
50-75萬元：中 
75-100萬元：最低 
100萬元以上：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如需了解本表實證結果各變數之相關統計及檢定值請參閱表 4-18。 
 



 75 

2. 區別與預測能力 

由羅吉斯迴歸分析之結果可觀察到，無論是對模型樣本或非模型

樣本，均有相當高之區別與預測能力，其正確歸類之比率分別為 97.1%

及 98.2%，錯誤歸類比率分別為 2.9%及 1.8%(其中將不良戶歸類為正

常戶之錯誤比率較將正常戶歸類為不良戶之比率稍高)，對所有樣本

之正確歸類比率為 97.3%，錯誤歸類比率為 2.7%，其中將正常戶歸類

為不良戶之錯誤比率為 1.0%，將不良戶歸類為正常戶之錯誤比率為

1.7%，整體而言，本研究羅吉斯迴歸分析之區別與預測能力結果屬佳

(詳表 5-4)。 
 
 

表 5-4 羅吉斯迴歸分析區別與預測能力結果表 

錯誤歸類比率 

樣本類別 
正確歸類 

比率 
正常戶歸類

為不良戶 

不良戶歸類

為正常戶 

模型樣本 97.1% 1.1% 1.8% 

非模型樣本 98.2% 0.8% 1.0% 

合計 97.3% 1.0%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本研究對模型樣本之歸類稱為區別能力，對非

模型樣本之歸類稱為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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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1. 模型正確率 

本研究所使用之區別分析與羅吉斯迴歸分析均顯現相當不錯之

模型區別與預測能力，若將模型樣本 2,400戶與非模形樣本 600戶，

合計 3,000戶樣本資料予以合併計算，區別分析與羅吉斯迴歸分析正

確率分別達 93.4%、97.3%。 

2. 分析模型中較顯著之解釋變數 

區別分析中結構係數及標準化區別函數係數係數絕對值在 0.1以

上者，依序排列為申貸金額、教育水準、住宅狀況、性別、居住區域、

婚姻狀況等六個解釋變數。 

羅吉斯迴歸分析中，性別、申貸時年齡、教育水準、職業、年收

入、住宅狀況、居住區域、婚姻狀況、申貸金額等 9個解釋變數均顯

著異於 0。 

3. 各解釋變數中不良率最低及最高之彙總情形 

關於羅吉斯迴歸分析各個解釋變數中不良率最低及最高情形，分

別摘錄如表 5-5，不良率最低之情形中較為特殊的有，申貸時年齡在

25 歲及以下、居住區域在東部(其次為北部)、申貸金額在 75-100 萬

元等 3種情形，與一般認知較有差異。不良率最高之情形中較為特殊

的有，年收入在 50-75萬元、住宅為親屬所有、申貸金額在 25萬元及

以下等 3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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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羅吉斯迴歸分析解釋變數不良率最低及最高情形彙總表 
變數名稱 不良率最低之情形 不良率最高之情形 

性別 女性 男性 
申貸時年齡 25歲及以下 56歲以上 
教育水準 研究所以上 高中職以下 
職業 教育人員 除教育人員以外之其他職業別 
年收入 100萬元以上 50-75萬元 
住宅狀況 自有 親屬所有 

居住區域 東部 南部 
婚姻狀況 已婚 其他 
申貸金額 75-100萬元 25萬元及以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藉由區別分析及羅吉斯迴歸分析兩種統計方法就國內某

家商業銀行個人信用貸款資料進行分析，基本上，信用正常戶與信用

不良戶確實可以統計方法加以區分歸類，且在羅吉斯迴歸分析中，性

別、申貸時年齡、教育水準、職業、年收入、住宅狀況、居住區域、

婚姻狀況、申貸金額等各個解釋變數中，不同的情形(如性別不同、

教育水準不同…等)其影響均不相同，基此，本研究謹提出下列建議

供參。 

一、對於個人信用貸款應可建置信用評分表或進件申請評分卡系

統(Application Scorecard System) 

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各銀行如在個人信用貸款業務上使用信用

評分表或進件申請評分卡系統(Application Scorecard System)均有

其理論之依據，惟在設計使用時應特別注意，每個解釋變數的影響程

度不同，同一個解釋變數內不同之情形其對不良率之影響亦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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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性對於個別銀行在設計信用評分表或進件申請評分卡系統

(Application Scorecard System)時應特別注意。 

二、申貸戶信用狀況統計分類之第Ⅱ型誤差仍明顯存在故在使用

統計模型時應特別注意 

本研究藉由區別分析及羅吉斯迴歸分析兩種統計方法就個人信

用貸款資料進行分析，雖然兩種分析方法在統計上都有相當不錯之結

果，正確率分別達 93.4%、97.3%，如若僅就不良戶分類之錯誤率來

看，區別分析對於模型樣本、非模型樣本的錯誤率分別為 29.8%、

27.0%，羅吉斯迴歸分析對於模型樣本、非模型樣本的錯誤率分別為

11.0%、6.0%。由於在總樣本數中不良戶所佔比率僅 16.67%，故就整

體而言，模型之解釋能力仍佳。 

但在金融實務上實際操作時，必須特別留意，Type I Error(第

I 型誤差)所造成的結果是正常戶被婉拒貸放，銀行損失的只是利息

收入，Type Ⅱ Error(第Ⅱ型誤差)所造成的結果是不良戶被當作是

正常戶予以貸放，銀行損失的不只是利息收入，還有本金(通常信用

貸款不良放款回收率較低)，另外還需要支出催理費用(催理人員人事

費、場地設備費等)。 

理論上而且在實務上，第 I及Ⅱ型誤差一定會存在，由於第Ⅱ型

誤差所造成的損害遠高於第 I 型誤差，可能在模型臨界值(Critical 

Value)或截斷值(Cutoff Value)的選取上必須要謹慎，如在相同的錯

誤率下，於金融實務操作上，在第 I型及第Ⅱ型誤差中寧可選擇第 I

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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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信用貸款之信用風險應予合理定價 

一般放款之定價約略由 4個部份組成，分別為資金成本、作業成

本、信用成本、利潤等，尤其在個人貸款業務，並非所有高風險之客

戶銀行都不承作，就好像目前各家銀行各種信用貸款專案，利率範圍

非常大，針對公教、金融、上市上櫃公司人員的信貸專案，利率有可

能低到 3%以下，也有現金卡、信用卡利率高到 18.25%-20.00%之產

品，故銀行應針對所承擔不同等級之風險定定不同之信用成本，如此

才有可能在過度競爭的消金市場中勝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