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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中小企業定義  

一、廣義中小企業定義  

世界各國定義中小企業皆以企業之規模為衡量標準，而衡量規模

大小大抵依據其資本額、年營業額及最近一年僱用員工人數等三項

作為指標。而國內有關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大致上皆遵循經濟部

所定義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2001 年 1 月新修訂）為：  

1.製  造  業：實收資本額在 8000 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未滿

200 人者。  

2.非製造業：年營業額在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未滿 50 人者。 

二、小型企業及中型企業  

前章論及台灣中小企業規模之分布集中在極小型規模企業（以下

稱為小型企業），可以實收資本額在 500 萬元以下、報稅營業額在

1000 萬元以下及組織型態為獨資、合夥、有限公司為衡量標準，故

銀行界在實務上針對中小企業客群之融資，大抵會依上述規模區分

為中型企業（Middle Business）及小型企業（Micro-business），一

般銀行會另外訂定授信政策，甚至設置獨立銷售部門及開發不同產

品來經營，以有效區別中小企業不同規模客群之經營模式及績效。

主要原因為小型企業之營業表徵（或營業資訊透明度）比中型企業

更加模糊，通常會把徵信重點放在負責人之信用狀況上，因此本文

亦以此分類為小型企業及中型企業分別製作中小企業信用評分卡，

故依市場實務運作再將中小企業依實收資本額及報稅營業額二項標

準區分為：  

（一）小型企業：實收資本額在 500 萬元以下、或報稅營業額在 1000

萬元以下。  

（二）中小企業：實收資本額在 500 萬元以上、或報稅營業額在 1000

萬元以上，上限為經濟部所定義之「中小企業認定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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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務危機之定義  

對財務危機之定義，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一套完整及大家所共同遵循的界

定法則來。早期學者對企業財務危機預測研究中，大都採用比較嚴格且俠義

的定義，如破產（Bankruptcy）或倒閉（Shut-down）、清算等，此種說法較

為直接、明確且易於認定；但有些時候如此狹隘的定義並不能代表企業發生

財務危機的事實及確切的時間點。一般而言，在企業宣告破產之前，通常積

弊已久，往往負債大於實質的資產淨值，企業已經無法正常運作，甚至已經

停止營業，破產危機已迫在眉睫，雖無破產之名，已有破產之實。因此，有

些學者將財務危機之定義再予擴大，即納入危機早期階段才屬完整，但實證

上如果採取廣義定義則會發生資料不易認定的問題，因此實證上國內外均採

用破產、倒閉及清算等法律上的定義。 

而對於中小企業財務危機之定義，由於先天上期財務資料之來源及

真實性都存有相當大的虞慮，更無法導入危機早期階段之做法。以銀

行債權人立場而言，在單一中小企業之邊際利潤有限情況下，不可能

花大成本去追蹤個案之財務、甚或信用狀況，故中小企業財務危機之

定義大抵以實務主觀經驗作為判斷依據，主要以票、債信狀況作為判

斷依據。本文以中小企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即認定其陷入財務危機。 

（一）未按月繳交本息超逾二個月者。  

（二）現為拒絕往來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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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不對稱之相關研究  
自從 Akerlof（1970）提出 ”lemon” 問題後，資訊不對稱引發的各種

問題逐漸受到重視，且對傳統的財務理論產生很大的衝擊。而資訊不對

稱在銀行與借款者間之影響分析，亦引發積極研討，以下整理有關企業

向銀行申請借款之資訊不對稱論述。  

一、俞海琴（1992）認為銀行與借款者間存在資訊不對稱問題，其中以逆選擇

（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危機（Moral hazard）兩個最為重要；而銀行

通常會利用自我選擇機能（Self-selection）及信號發射機能（Signaling 

mechanism）來消除（或降低）逆選擇及道德危機所產生的負面效果。 

自我選擇機能係強調銀行在承作授信案件時，於辦理程序及放款契約中加

入非價格條件作為審核依據之一，例如擔保品、保證人、貸放金融大小等，

藉由這些非價格條件促使借款者產生自我選擇並區隔借款者之差異，進而能

夠消除資訊不對稱下的逆選擇問題。另信號發射機能則強調在市場存有資訊

不對稱下，銀行必須根據借款者所發射出來的信息，如借款者自願提供擔保

品的價值大小，再來訂製契約内容（如利率、金額大小），因此借貸雙方對於

借款契約都能感到滿足，銀行也希望能夠制定最好的借款合約內容來約束及

獎勵借款者提供有效且真實的訊息。 

二、郭敏華（1996）以「資訊不對稱對負債資金成本之影響」對國內銀

行作實證分析，以「上市與否」、「與銀行往來期間」、「規模」、「企業

年齡」及「保證人人數」代表資訊不對稱的可觀測變數，作為衡量資

訊不對稱程度指標，另以「流動比率」、「負債比率」……等七項變數

作為償債能力的攸關變數，實證結果無論資訊不對稱或是償債能力皆

對資金成本具顯著性影響，而資訊不對稱不但具影響力，其影響程度

甚至可能超過傳統理論所重視的償債能力。  

資訊不對稱之經濟意涵為：資訊不對稱程度越大，表示銀行對於特定借款

戶所握有的資訊越不確定，對該借款戶的認知風險因而升高，自然要求較高

的報酬率作為補償，如已上市公司、與銀行往來期間長、規模較大及公司成

立越久等因素，表示銀行對借款人所能掌握之資訊量、或是對資訊真實與否

的掌握能力越佳，亦即其資訊不對稱程度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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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heung（1999）指出中小企業的資金成本無法以 CAPM 理論決定，

故 Cheung 在假設投資人在風險中立測度下，以中小企業的存活機率

推導出負債面的資金成本，並提出借貸市場是一個不完美市場。另

Miller 及  Rock（1985）提出在資訊不對稱下，企業在募集資金時會

遭遇實際價值被嚴重低估的情形，銀行通常會對中小企業索取更高的

風險貼水，或更嚴格的授信標準，以彌補資訊不對稱所帶來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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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小企業信用評分（財務危機預警）探討  

一、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回顧  

在企業預警模式之理論發展歷史過程中，在 1930 年代以前的研究

大都著重在財務報表比率之計算以評估企業之財務狀況是否健全。

從 1930 年代以後才開始利用財務比率來預測企業經營失敗與否之

研究，1966 年 Beaver 首先採用單便量分析來預測企業失敗，緊接

著在 1968 年 Altman 又提出多變量區別分析。之後，統計方法不斷

推陳出新，1972 年 Edmister 的迴歸分析法，1980 年 Ohlso n 與 1983

年 Zavgren 的 Logit 分析，  1984 年 Zmijewski 的 Probit 分析。  

在財務危機預警研究中，大多假設分類或區分的群體必須是彼此

分立的，但事實上各公司失敗或財務危機的發生僅是程度大小差異

的問題，而不是發生與否的問題。故近來之學者遂以迴歸分析法來

預測企業發生財務危機之機率。也就是由過去研究企業「是否破

產？」或「是否正常？」（即破產事件是否發生）的問題，轉化為企

業發生破產機率的問題。  

迴歸分析法係採用最大概似法（Maximun Likelihood Method）來

獲取最大概似統計量（Maximun Likelihood Estimators），以解決非

常態性分配下分配及及迴歸等問題。Probit 和 Logit 是較常運用於危

機預警研究之迴歸分析模型。Logit 模型是由 Berkson 於 1944 年所

創設，而於 1980 年首先由 Ohlson 運用於財務危機預測，Probit 則

於 1984 年為 Zmijewski 最早採用。而兩種模型都是為了解決其前身

「線性機率模型」之最大缺點，即迴歸模式之迴歸估計值常會落在

（0，1）之外，採累積機率密度函數來代替線性機率模型的缺點，

而較常用之累積機率密度函數為標準常態分配及 Logistic 分配。Logit

模型即假設事件發生之機率符合 Logistic 分配；而 Probit 模型即假

設事件發生之機率符合標準常態分配。  

以下就近年來國、內外中小企業財務危機模型文憲與探討：   

（一）國外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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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easey & Watson（1987）  

Keasey & Watson 首先說明中小企業經營的盲點：  

（1）管理結構：中小企業組織內部通常是獨裁式領導，董事會成員

不多且缺乏督導，容易產生管理不善及管理階層異動頻仍現象。 

（2）會計資訊系統不充分及審計的延遲：由於中小企業內部控制不

佳，公司帳面紀錄不完全、不準確且不一致，造成會計年度終

了至審計帳目最終認定時間間隔延長。  

（3）財務報表操縱：面臨財務危機之中小企業常會窗飾其財務報表

來隱藏公司的不良狀況，避免債權人及公司客戶等公司外部人

員知曉，而極力掩飾維持現狀。審計延遲、保留意見、審計之

更換皆是其表現。  

作者以英國地區小型製造業為實證，隨機抽取 73 家破產公司及 73

家正常公司為對象，並以 28 項財務比率及中小企業失敗之三種類型

18 項非財務癥兆變數來建立三種預測模型：  

模型 1：單獨以財務比率變數之模型。  

模型 2：單獨以非財務癥兆變數之模型。  

模型 3：以財務比率與非財務癥兆變數之模型。  

模型中顯著非財務變數有查核報告時間落差、董監事人數、保留意

見與否。  

實證結果各模型正確分類率為：  

Keasey & Watson（1987）的實證結果  

正確分類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原始樣本  76.7％  75.3％  82.2％  

保留樣本  55.0％  65.0％  65.0％  

由上表可知，財務比率搭配非財務癥兆變數可提高模型之區別能

力，使用非財務癥兆變數的特點為非財務資訊通常未經窗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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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ll（1994）  

Hall 以探討存活與失敗中小企業差異因素為研究主題，以英國中小型

建築業為實證對象，研究期間為 1989 年 12 月至 1990 年 2 月，針對

28 家停業與 30 家存活企業，以個別訪談方式取得組織型態、經營策略、

財務管理、行銷活動、監督控制、業主背景與銀行往來關係等多項構面

共 94 項題目的資料，完全不含財務比率變數為其研究之特色。由於自

變數太多會造成模式自由度不足而使模型誤差無法收斂，作者分別以奇

數題、偶數題兩群變數，以向前選取法找出重要變數，進而建立 Logit

模型。模型中重要變數有業主年齡、財務資訊滿意度、工作團隊資深人

員比例與員工來自內訓比例。實證結果得到模型之總正確分類率達 95

％。  

（二）國內文獻探討  

1.黎法寬（1997）  

黎法寬以在單一銀行之中小企業存檔資料中，選出 1993 年至 1995

年符合中小企業標準之信用危機公司，依據相同產業及規模大小予以

配對，共選出 70 家中小企業樣本，其中 44 家為原始樣本，26 家為

保留樣本。並分別對信用危機前一至三年原始樣本財務比率及產業相

對財務比率（產業相對財務比率＝原始財務比率 /產業財務比率）與財

務比率三年度平均值及產業相對財務比率三年度平均值，利用主成份

分析進行因素分析，進而在利用其篩選後之變數進行 Logit 迴歸模型

分析。該研究共建立 4 種 Logit 分析模型，第一類是單獨採用財務比

率因素的模型，第二類是單獨採用產業相對財務比率因素的模型，第

三類是財務比率因素與非財務報表變數的模型，第三類是產業相對財

務比率因素與非財務報表變數的模型，其實證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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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四類模型在各年度對原始樣本之總正確分類率均優於隨機分類；但

對保留樣本之總正確分類率上卻發現單獨採用財務比率因素（第一及二

類類模）在各年度均未優於隨機分類，而加入非財務報表變數（第一及

二類類模）後之總正確分類率在信用危機前二年內均優於隨機分類。 

（2）產業相對財務比率的使用並無法得到較穩定的歸類能力。  

（3）非財務報表變數之加入確實能提升模型的歸類能力。  

（4）較顯著之財務比率變數為短期償債能力及獲利能力相關因素，

前者包括流動比率、速動比率，後者包括淨值報酬率、總資產

報酬率。而較顯著之非財務報表變數為往來銀行家數及外銷佔

總銷售比例，另短期融資為主與否及資金寬裕度在三年平均的

模型中亦為顯著之非財務報表變數。  

（5）經歸納各模型之總正確率，以產業相對財務比率因素與非財務

報表變數的模型在信用危機前一年內為最高，其模型為：  

L（P）＝.3732-6.2175F2-1.8997F5-1.3602N1+2.0155N2-2.3279N4 

F2＝短期償債能力  

F5＝營收獲利與收現能力  

N1＝銀行往來家數  

N4＝外銷佔總銷售比例  

2.蘇紋慧（2000）  

蘇紋慧選取中小企業互助保證基金會之製造業客戶為樣本，選取 1999

年到 2000 年因債信不良而拒絕其申貸之 30 家信用不良企業，再根據其

產品屬性、資產總額選取 35 家信用優良企業為配對樣本。分為財務比率

及財務比率加定性資料（非財務比率）因素兩組，以因素分析法及區別

分析法探討中小企業信用評估模型，其實證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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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利用中小企業之財務報表評估其安全性的正確率為 52％至 72

％之間，故中小企業之財務報表資料可信度應不高。  

（2）利用徵信報告之非財務報表資訊確實可以提高模型之區別能力。 

（3）結合財務報表資料與徵信報告資訊之後，其區別能力提昇為 75

％至 83％。  

（4）經歸納各模型之總正確率，以財務比率因素加定性資料因素的

模型在信用危機前一年內為最高。其區別函數模型為：  
Y＝  

0.24994+0.29399F1+0.596348F2+0.091904F3+0.749484F4-0.30
246F5-0.118093F6+0.324937F7-1.11777F8+0.689895F9+0.0679
25F10+0.12238F11+0.889916F12+0.458432F13-0.03821F14+0.21
3143F15 

F1＝金融機構往來情形  F2＝獲利能力  
F3＝短期償債能力  F4＝營業支出情形  
F5＝營收獲利與收現能力  F6＝財務槓桿程度  
F7＝公司規模  F8＝教育水準  
F9＝長期資產運用效力  F10＝企業主個人狀況  
F11＝生產設備與營運情形  F12＝流動資產經營效能  
F13＝成長率  F14＝營運槓桿  
F15＝產品循環週期   

3.白欽元（2002）  

白欽元以 1999 年至 2001 年 30 家發生財務危機之中小企業為抽樣樣

本，另外選取 30 家未發生財務危機之企業為配對樣本，配對之基準為

同一時間、類似產業及資產規模相近（一對一樣本配對）。作者分別以

有、無利用主成份分析法（主要是要區別各變數間之相關性）來選取自

變數，各自進行 Logistic 迴歸分析。其實證結果為有利用主成分法之

Logistic 迴歸模型預測能力較高，以失敗前三年間之模型分別為（P（ i）

係財務危機發生率）：  

（1）危機發生前一年：預測正確率最高（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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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 )21 893.1751.8173.01
1

FFe +−−−+
 

F1：流動性與償債能力  

F2：獲利能力  

（2）危機發生前二年：預測正確率次之（90﹪）。  

P（ i）＝ ( )21 043.3634.5205.11
1

FFe +−−−+
 

F1：償債能力與成長率  

F2：獲利能力  

（3）危機發生前三年：預測正確率最低（85﹪）。  

P（ i）＝ ( )1114.5729.01
1

Fe −−+
 

F1：獲利能力與經營效能  

二、信用評分之研究文憲  

信用評分卡製作係利用信用危機預警模型各最終變數，經過權重

調整給定信用分數，目前信用評分模型製作以消費金融為主（如信

用卡、現金卡、小額信貸等），對於以企業金融為主體之信用評分模

型並不多見，美國直到 1995 年首見大型銀行以信用評分卡來協助判

定是否拒決（或接受）中小企業放款，國內相關探討則是付之闕如

（JCIC 於 2005 年根據其內部資料建構不同規模型態之企業信用評

分卡），以下就製作信用評分卡過程文憲及國外對銀行使用信用評分

卡研究提出探討。  

（一）Thomas（1992）  

Thomas 以如何建立申請信用評分制度作為研究主題，並以信用

卡申請者為研究對象，強調可用信用記錄作為決定好、壞客戶之定

義，而最適之信用記錄應為 1 至 2 年間。Thomas 亦提及適當的時

間間隔應取 12 個月至 18 個月由於申請者的違約機率乃是申請者為

該機構客戶的時間函數，且為該機構客戶的時間超過 12 個月以後，

違約機率才會開始平穩，故任何太短的時間間隔都會低估違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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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而且無法反應出用以預測違約的完整特徵性質。但如果時間間

隔大於 24 個月，信用評分系統會由於母體特徵性質的分配隨著時

間變動而改變。所以抽樣母體也會隨著不同的信用評分系統而有顯

著不同。  

（二）Hand & Henley（1997）  

Hand & Henley 論及建構信用評分卡之統計分類方法，包含變數

資料之變項切割、有效變數篩選及拒貸資料處理等。對變項切割除

傳統以虛擬變數處理外，提供另一種可以數值轉換之模式，即計算

某一變數（characteristic）變項（attribute）好壞客戶比例之自然

對數（ logarithms）—WOE（weights of evidence），並依此值高低

來切斷或調整各變數之變項；有效變數篩選除得以專家判斷或逐步

迴歸方法外，Hand & Henley 也提供一種依據好壞客戶分配比率之

差再乘以 WOE 得到所謂 Information value，然後依 Information 

value 大小選取有效變數（原則上 Information value 需大於 10）。

至於未通過審核准貸（拒貸）之案件，在建構信用評分卡時應考量

納入好壞客戶分配，即對於拒貸戶以一定比重（good 權輕、bad 權

重）歸入好壞客戶，以免低估倒帳機率。  

（三）Dennis（2000）  

Dennis 提及在建構信用評分之模式時應注意設定解釋變數之資

料尺度，他認為解釋變數之資料尺度會對模型之預測區分能力有所

影響。當所有解釋變數皆屬分類變數（稱完全分類變數），模式之

好處為易於使用與解釋，且在解釋非線性關係時較具有彈性。缺點

為當有很多連續變數時，需耗費時間作精密的合理分層點分析。若

所有解釋變數皆屬連續變數實，其優點為極端值可透過將模式建構

個別分析以增加模型的適合度，且遺失值可以利用連續變數之平均

數替代作為處理，但分類變數需要轉換為連續變數時，經過轉換的

連續變數相當不容意解釋與使用，且遺失值的處理也需要考慮現

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