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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信用評分卡（Scorecard）建構流程（圖）  

 

 

 

 

 

 

 

 

 

 

 

 

 

 

 

 

 

 

 

 

 

 

 

樣本資料收集與處理
‧ 樣本資料收集 
‧ 樣本資料之時窗切割 
‧ 樣本資料調整

變數選取
‧ 計算WOE及 Information value 
‧ 篩選有效變數 

建構及調整模型
‧ 有效變數分析 
‧ Logistic Regression 
‧ 建構信用迴歸模型

建構信用評分卡
‧ 評分卡 Scaling 
‧ Reject Inference

評估信用評分卡
‧ Parceling 拒貸推論 
‧ 檢驗預測能力

選擇 Cut-Off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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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樣本選取  

一、樣本來源  

以國內某商業銀行之中小企業授信客戶為研究基礎，該銀行係目前台

灣少數經營中小企業授信業務成功之銀行，累計至 2005 年之撥款金額

達 420 億元；餘額量亦近 200 億元；現有往來戶數達 20,000 餘家；北、

中、南區域授信客戶分佈比例大抵為 2：1：1，與台灣中小企業實際區

域分佈狀況相當。  

該銀行從 92 年開始即導入自動化審核系統，從授信戶基本資料鍵

置至聯徵資料查詢，及徵授信（包含財務資料）分析、准駁過程，都

在系統中保存完整記錄，因此本研究不採用抽樣方式，逕使用全體資

料作為研究樣本。  

二、資料之時窗切割  

信用評等最主要之功能為預測客戶未來的違約行為，因此在建置信用

評等（信用評分卡）的過程中，必須針對預測模型的預測時間點進行明確的

定義，我們稱這個過程為時窗切割(Time Windows)，在時窗切割故程中，我

們必須將時間點區隔為兩個部份： 

 

【圖 4.1】時窗示意圖 
 

 抽樣時窗(Sample Windows)：進行預測時，必須回溯多久以前的客戶歷史

行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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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時窗(Performance Windows)：進行預測時，要預估未來多久客戶的

行為結果。 

由於本研究的目標是進件時的信用評等（信用評分卡），因此「抽樣時窗」

代表進件當時可取得的資料內容之時間區間，通常進件評分卡的抽樣時窗時

點就是進件當時。 

「觀察時窗」則是觀察客戶違約的區間。時間越長，越能夠涵蓋所有的違

約行為，但是觀察時窗越長，會造成分析可用的歷史資料變少。根據該銀行

實務經驗，中小企業授信大抵一年期間就足以顯現是否發生財務危機；另受

限於 JCIC 資料回溯之限制，因此我們選定一年來作為觀察時窗。 

三、違約狀態定義  

在建置信用評等的流程中，違約行為是我們預測的重點，因此我們必須根

據以上所定義的觀察時窗，給予違約行為明確的定義。 

巴塞爾資本協定明定逾期 90 天為最低違約判定標準，但是各家銀行必須根

據實務以及業務特性作調整。根據中小企金貸款實務經驗，只要客戶逾期延

滯繳交本息二個（M2）以上及現為拒絕往來戶，就會造成大多數的帳款無

法回收。 

在信用評分卡建置過程中，除了正常客戶(Good)與違約客戶(Bad)之外，還

需要定義兩種樣本，一種是拒貸戶(Reject)，而另一種則是由於屬性介於正常

客戶與違約客戶之間的模糊地帶，因此不建議納入模型範圍中，這一類的樣

本我們稱之為無法決定(Indeterminate)。 

「無法決定」樣本基本上是不納入訓練組資料，以保持建立模型時能夠維

護模型資料黑白分明，但是在測試組資料中則必須納入「無法決定」樣本，

以確保測試組資料在驗證模型效度以及評估核貸率的正確性。 

在本研究中，「無法決定」樣本的定義如下： 

 未滿一年(Performance Windows)即結清者 

 未動用 

四、樣本資料配置 ---訓練組資料及測試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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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觀察樣本依觀察期間區分為訓練組資料及測試組資料，其中訓練

組資料作為建置信用評等模型，測試組資料作為檢驗信用評等適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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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數因素選取  

本研究使用授信申請書資料、銀行徵信報告以及聯合徵信中心資料做為分析

主要資料來源。為了避免申貸者做假以及徵審資料被人為操弄，另由於中小企業

財務資普遍不具參考性，因此信用評等使用變數以聯合徵信中心(JCIC)查詢結果

為主，申請書部份為輔（僅參考公司部份財務資訊及基本資料），並區分為小型

企業及中型企業兩種不同屬性。 

本研究預計透過統計分析建置信用評等及加成式評分卡，同時為了兼顧巴塞

爾資本協定要求模型必須公開揭露以及計算正確之違約機率之考量，因此選定羅

吉斯迴歸(Logistics Regression)作為統計演算法。不過使用羅吉斯迴歸會面對到

的問題，在於它是線性統計模式，因此當遇到非線性趨勢的變數會造成無法有效

的建立預測模型，因此在本研究中為了克服這個問題，將採用 Weight of Evidence 

(WOE)模式【D.J.HAND and W.E.HENLEY 1997】來進行變數有效性篩選。 

一、計算 Weight of Evidence(簡稱 WOE)：  

（一）步驟：  

1.根據變數選項(僅能處理類別變數，因此連續變數必須事先切割)統計各級

距之正常客戶與違約客戶數量。  

2.連續變數事先進行切割為類別變數。  

3.將變數之個別級距 Good 案例數除以總 Good 案例數得到

%Good；將變數之個別級距 Bad 案例數除以總 Bad 案例數得到% 

Bad。  

4.WOE=ln(%Good/%Bad) 

5.WOE 越大，代表該級距之客戶資產品質越好，WOE 越小(或是負數)則代

表該級距的資產品質越差，如果 WOE 接近於零，表示接近平均水準，因

此我們可以使用 WOE 作為判斷變數選項重要性之依據。 

（二）使用 Weight of Evidence (WOE)的優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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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式結構與羅吉斯迴歸的 Log Odds 相同，因此之後可以帶入方程式中抵

銷，將羅吉斯迴歸方程式轉換成線性方程式。 

2.WOE 與違約率呈正相關，但是不容易受到當月違約率基準變動而造成數

值大幅變動。 

3.WOE 不會因為誤差抽樣而造成數值大幅變化。 

二、計算 Information Value：  

（一）WOE 主要是用來鑑別各個級距選項之重要性，但要判斷整個變數的重

要性，還必須納入該級距選項的出現頻率的高低做為考量，因此我們使用

Information Value 來作為判斷變數整體重要性的指標： 

（二） Information Value=100＊Σ{(%Good-%Bad)*WOE}。  

（三） Information Value 是大於零的正數，當值越大時則代表越顯著，當值

越接近零時，代表該變數預測力越弱，在學界研究及實務運用上，可依【表

4.1】之區間配置值來判斷該變數之預測力強弱： 

【表 4.1】  Information Value 預測能力強度值域配置區間  

值域區間  預測能力強度 值域區間  預測能力強度

≦2 無預測能力  2~10 弱  

10~30 中等  30+ 強  

 

三、篩選變數  

為了要將非線性變數調整成線性，以及增加變數之預測力以及穩定度，因

此我們還進行了以下處理： 

 連續變數切割為類別變數 

 合併類別變數選項 

 調整 Logical Trend 

 篩選有效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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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連續變數切割為類別變數 

WOE 檢定僅能套用於類別變數，因此當我們需要使用連續變數時，必須先

將連續變數切割成類別變數，以便進行檢定。本研究先針對連續變數與違約

狀態繪製累積長條圖(Histogram)，然後根據連續變數與違約趨勢進行手動切

割，將連續變數切割成適當之級距。進行切割後，再根據切割之級距進行 WOE

之試算。切割級距的考量包括： 

1.切割後之級距在跨不同時窗樣本能夠保持一致且穩定的違約分布趨勢。 

2.避免產出符合案例數過少之級距 

3.盡量讓切點近似整數切點 

4.不違反 Domain Know-how 之分布 

5.範例示意圖: 

 

【圖 4.2】 連續變數切割 

 

（二）合併類別變數選項 

在進行 WOE 試算時，若是類別變數之選項過多時，容易造成單一選項之案

例數過少，而造成違約率呈現不穩定之大幅變動，而影響了整個變數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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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度。因此當選項過多時，需要進一步將選項進行合併，其合併考量原則

如下： 

1.將案例數較小之選項根據 Domain Know-how 判斷或者是根據 WOE 相似

近與其他選項合併。 

2.根據不同時窗樣本比較，挑選出跨時窗不穩定的選項，將這些不穩定選項

與無統計顯著性(WOE 接近零)之選項合併。 

3.合併時須考量選項意義之相似性(例如職業、地理區)。 

4.若是連續變數切割而成的類別變數，僅能與相鄰之選項合併。 

5.評估合併前後之 Information Value 是否會有巨幅變動。 

6. 變數選項合併範例表: 

【表 4.2】 類型變數選項合併範例 

 

 

 

 

 

 

 

 

（三）調整 Logical Trend 

由於羅吉斯迴歸是線性方程式，因此在處理變數時，必須要注意當遇到非

線性關係之變數，在進行 WOE 檢定時，必須考量到 WOE 變動趨勢是否符合

Logical Trend。所謂 Logical Trend 指的是 WOE 變動趨勢必須呈現遞增、遞

減，或者是單純轉折的模式，如果 WOE 趨勢呈現不穩定之鋸齒狀波動或者是

不同時窗呈現不一致之趨勢，此時就必須透過選項合併來將變動趨勢調整成

一致，或者是必須考量放棄此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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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篩選有效變數 

在進行完 WOE 檢定後，則根據以下條件篩選出具有預測力的候選變數，以

供後續預測模型分析使用： 

1.Information Value 必須大於 10，如 Information Value 太小，表示預

測力弱，應予以去除 (但是若該變數具有不同面向之意義，足以提供評

等（或評分卡）有意義的判準資訊時，即使未達標準也仍會放入模型中) 

2.比較多個時窗區間時，WOE 都呈顯著且變動趨勢呈現穩定，根據時窗原

則，同時計算訓練組及測試組變數之 WOE，若兩組同一變數之

WOE 趨勢大抵相同，則接受此變數；若兩組同一變數之 WOE 趨

勢呈現背離狀態，則排除此變數。  

四、模型建置流程與參數調整 

本研究運用羅吉斯迴歸進行信用評等（或信用評分卡）建置，為了避免非

線性變數影響模型建置之正確性，因此在上一步先使用 WOE 模式用以檢定變

數有效性以及調整 WOE 變動趨勢。接下來為了確保變數之線性關係，因此我

們在建置模型之前必須經過變數轉換的程序，所謂變數轉換就是將該選項以

該選項的 WOE 值替換，然後將替換過的資料及作為羅吉斯迴歸的訓練模型。 

變數替換的用意在於確保變數線性關係以及利用 WOE 的函數型態與羅吉

斯迴歸的 Log Odds 抵銷。由於所有的變數轉換成 WOE 之後，WOE 值會與

違約率呈現正相關，因此在使用羅吉斯迴歸演算法時，不能使用 Stepwise(逐

步挑除不顯著變數)功能，否則所有的變數都會被排除而只留下最顯著的一

個。因此，在建置羅吉斯迴歸模型時，必須啟動強制所有變數納入模型的選

項，至於輸入變數則根據以下判准邏輯挑選： 

（一）變數 Information Value 必須大於 10 (排除時窗不穩定與不顯著變數)。 

（二）意義相似之變數(例如最近 3、6、12 個月循環銀行家數)，則挑選

Information Value 較高者作為代表。 

（三）將各變數經 WOE 代換之結果進行 Pearson Co-relation 統計分析，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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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數較高之變數組合中，挑選 Information Value 較高者來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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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Logit 迴歸模型  

一、Logit 迴歸模型特性  

在財務危機預警的研究中常用的屬質因變數迴歸模型和古典的迴

歸模型分析鄉異之處在於屬質因變數迴歸模型之因變數是離散性

【Discrete】，而古典的迴歸模型是連續性（Continue）。在二分類區

分法則中係假設因變數為 1（事件發生）及 0（事件不發生），由於因

變數為二項分配原則，所以其誤差項亦會是二項分配原則，這和古典

迴歸模型之常態性假設顯然有很大的差異；因此無法利用普通最小平

方法來處理此種迴歸問題，而必須採用一般最小平方法（General 

Least Square Method，GLS）來處理此類迴歸問題，但 GLS 所求得

之估計量
∧

Υ並無法證會落在（0，1）之間，與模型本身假設互相牴觸，所以

統計學者將原來的迴歸模型轉化成事件發生機率的問題，即由原來「事件會

不會發生？」轉化成「事件發生之機率？」的問題。由於機率值在（0，1）

範圍內，和模型假設相符。另為使事件發生的機率為原模式之非遞減函數，

以機率分配之累積機率函數來表示事件發生之機率。 

在財務危機之研究中，常用之屬質因變數迴歸模型（Qualitative 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Model）有 Probit 和 Logit 二種模型；其中 Probit 模型假

設事件發生之機率符合標準常態分配，而 Logit 模型假設事件發生之機率符合

Logistic 分配。此兩種屬質因變數迴歸模型都採用累積機率函數方法，可避免

迴歸模式之迴歸估計值常會落在（0，1）以外之缺失。但在理論或實務上並沒

有理由支持 Probit 模型之事件發生之機率一定必須符合標準常態分配的假

設，且 Probit 模型計算程序較為複雜，成本花費亦太大，所以一般認為 Logit

模型應較具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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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ogit 模型分析  

（一）線性機率模型： 

係 Logit 模型之前身，我們以此模型為先導，再延伸推導出 Logit

迴歸模型。  

我們可將二分類選擇的問題以下列迴歸模型來表示：  

iii XY εβ +′=  

iY ：  1，假設選擇第一個決策。  

0，假設選擇第二個決策。  

iX ：觀察樣本之屬性值。  

 iε ：期望值為零之獨立分配隨機變數，即 0)( =Ε iε  

所以    ii XY β ′=Ε )(  

令 ii pYp == )1(  ； ii pYp −== 1)0(  

則 iiii pppY =−•+•=Ε )1(01)(  

因為因變數 iY 為二分類變數，所以 iY 之期望值等於（ iY ＝1）時的

機率。我們可以解釋上式迴歸模型為在已知個體之特性（ iX ）後，

第一個選擇決策（ iY ＝1）被選擇的機率。亦即將屬離散（Discrete）

型態之因變數轉換為連續（Continuous）型態之因變數，來進行

傳統型式之迴歸運算，經轉換後之新模型為：  

ii XP β ′=    if  0＜ iXβ ′ ＜1 

1    if     iXβ ′ ≧1 

0    if     iXβ ′ ≦0 

由 iii XY εβ +′= 式得知，當為 iX 固定時，則 iε 之分配等於 Yi 之分配；

由於 0)( =Ε iε ，則：  

0)1)(()1()( =−′−+′−=Ε iiiii PXPX ββε  

∴    ii XP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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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XP β ′−=− 11  

又   0)1()()1()( 222 =−′−+′−=Ε iiiii PXPX ββε  

           ＝ )1()()1( 22
iiii XXXX ββββ ′−′+′′−  

           ＝ )1)(( ii XX ββ ′−′  

           ＝ ))(1)(( ii YY Ε−Ε  

     [ ] ))(1)(()()()( 22
iiiii YYVar Ε−Ε=Ε−Ε= εεε  

            ＝ ))(1)(( ii YY Ε−Ε  

由上式推導得知 iε 之變異數為非齊質變異數（Heteroscedastic），即 ε i

之變異數在所有觀查值中並不一致。雖然非齊質變異數可用加權

最小平方法來解決（排除非齊質變異數現象），但即使利用加權後

之迴歸，某些狀況下仍會發生條件機率 )/( ii XYΕ 會落在（0，1）之

外。為彌補這模式設定上的缺點，使所有觀察值出現之機率均落

在（0，1）之間，可採用累積機率函數（Cumulative Probability 

Function）來替代線性機率函數。此法係將觀察值之特性由定義

域為整條實線轉換成介於（0，1）之間的累積機率函數。即：  

)()( iii ZFXFP =′= β  

上式累積機率函數如假設為 Logistic 分配，就稱為 Logit 模型。  

（二）Logit 模型 

線性機率模型先以 Yi對 Xi作迴歸，得出迴歸系數 β，而以 ii XY β ′=

直接對 iP 作估計；因為模型之錯誤設定，實務上由於 iX 之範圍，

使得 )1)(( ii YY − （即 iP 之估計值）常會超過 1。  

Logit 模型設了一個中間過渡之隨機變數 iZ ，且令：  

ii XZ β ′=  

iZ 可假設為一企業財務危機之程度， iZ 越大表示危機程度越嚴

重；而由抽樣過程中可獲得一群 iZ 及 iX 資料，由 iZ 對 iX 作迴歸可

獲得一群 β 。令 ii XZ β ′= ，且 iZ 之累積機率函數為一企業發生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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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率，假設 iZ 符合 Logistic 分配，則：  

)( ii ZFP =  

＝ )( iXF β ′  

＝ Zie−+1
1  

＝ xie β ′−+1
1  

上式 iZ 及 iP 可視為一企業之財務危機強度及其破產機率。  

∵    )( ii ZFP = ＝ Zie−+1
1  

∴   （ Zie−+1 ） 1=iP  
Zie− ＝ 11

−
Pi

＝
Pi

Pi−1  

Zie ＝
Pi

Pi
−1

 

∴    iZ ＝
Pi

Pin
−1

λ  

由 iZ ＝
Pi

Pin
−1

λ 可引申兩個實務特性：  

◎當 iZ （財務危機強度）越大時，則 iP （企業破產機率）越大。 

◎ iZ 正好等於
Pi

Pin
−1

λ ，而
Pi

Pi
−1

為一企業破產之勝算比（Odds，

此處指破產機率對正常機率之比值）。  

故 Logit 模型將原先為預測一公司之破產機率之機率之問題（其

值域為（0，1））轉換成預估一事件發生之勝算比之問題（其值域

為整條實數線）。  

Logit 模型可利用最大概似法求得最大概似
∧

MLβ ，其過程如下：  

L＝ n

i 1=
Π （

)exp(1
1

iXβ ′+
） 1- Yi（

)exp(1
)exp(

i

i

X
X
β

β
′+

′
）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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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1{

)exp(

1

1

i

n

i

n

i
ii

X

YX

β

β

′+Π

′

=

=
∑

 

令 t＊＝∑
≡

n

i
iiYX

1
     並對 L 取對數  

logL＝ ( )[ ]∑
=

∗ +′
n

i
iiYXt

1

_ exp1logβ  

令 ( ) ( )
( )

∗

=

+
′+

′
−=

∂
∂

= ∑ tX
X

X
S i

n

i i

i

1 exp1
explog

β
β

β
β ＝0 

由於 ( )βS 為 β之非線性函數，可由上式直接求得
∧

MLβ ，因此仍然使

用 Scoring Matrix，重複過程來求算
∧

MLβ ，其情報矩陣（ Information 

Matrix）為：  

( ) ( )
( )[ ] i

n

i
i

i

i XX
X

XLI ′
′+

′
=⎟⎟

⎠

⎞
⎜⎜
⎝

⎛
′

∂
−Ε= ∑

=1
2

2

exp1
exp

22
log

β
β

ββ
β  

隨意設定 β之起始值為 0β ，則 β之新估計值為：  

( )[ ] ( )0
1

001 ββββ SI −+=  

此一過程一直進行到 β收斂為止，因為 ( )βI 在每一個階段的重複過

程中均為正定矩陣，無論起始值為何數值，這一重複過程將會不

斷進行直至收斂到獲得概似函數之最大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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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製作評分卡  

一、評分卡 Scaling 

在運用羅吉斯迴歸(Logistics Regression)建製迴歸模型之後，由於迴歸係數並

不便於使用者解讀與運用，因此我們必須運用評分卡 Scaling 技術將評分卡係數轉

換為便於解讀的權重。 

（一）評分卡 Scaling 的目的如下： 

1.便於建製過程中各個版本評分卡互相比較 

2.便於使用者解讀 

3.便於監理機關資訊揭露同時與違約機率整合 

（二）一般業界為了便於解讀，通常會根據以下的假設來進行評分卡 Scaling： 

1.平均分數為 200 分，每隔 20 分 Odds 加倍 

Odds 指的是 Good/Bad 的比值，也就是每格 20 分，未違約客戶與違約客戶

的比例會加倍，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此分數區間規劃合理的風險區格以進行差異

化管理。 

2.分數 Scaling 

（1）基本上我們建製的評分卡規則為可加成之規則，因此調整後的分數根據

以上的假設必須為單純之線性方程式： 

Score=A+B*ln(odds)                          (式 1) 

由於假設平均分數 200 分，每格 20 分 Odds 加倍，因此我們可以將此假設代

入式 1，得到以下方程式： 

Score+PDO=A+B*ln(2*odds)                   (式 2) 

(其中 PDO 指的是 Point of Double Odds，每隔多少分 Odds 加倍) 

將式 2 減式 1，Score 互相抵消，可以得到以下方程式： 

PDO= B*ln(2*odds)-B*ln(*odds)=B*ln(2)         (式 3.1) 

B=PDO/ln(2)                                 (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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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就可以根據 PDO 之假設計算 B 值，同時將 B 值帶入方程式，即可計算 A

值： 

A=Score- B*ln(*odds)                          (式 4) 

(其中 Score 為平均分數，Odds 則以建製模型時的平均水準帶入) 

（2）根據羅吉斯迴歸方程式，Odds 等於各變數的 WOE(woei)以及迴歸方程

式係數(bi)與常數項(b0)之組合，根據方程式計算，可以得到以下分數

Scaling 公式： 

Score=A+B*ln(odds) 

     =A+B*{ ((woei*bi) + b0  } 

     =A+B*{ ((woei*bi + b0/n ) } 

     =Σ{(woei*bi + b0/n )*B+A/n } (式 5)   

(其中 n 等於總使用變數數量) 

二、Reject Inference 

信用評分卡的建置是根據過往核准戶的違約狀態來進行風險評估，不過運用

這樣方式進行評分卡建製卻有著嚴重的問題，就是忽略了當初拒貸戶的影響。

由於拒貸戶通常資產品質較差，忽略了這一組樣本會造成建置出來的評分卡對

於違約機率的評估會過於樂觀。為了避免這樣的問題發生，因此我們使用拒貸

推論(Reject Inference)的技巧來修正預測模型。本研究使用 Parceling 拒貸推論

技術以修正拒貸案件對於信用評分卡的影響： 

Parceling 的重心不在修改模型，而是在於後續違約機率與核准率的評估。

此法是根據分數區間裡正常客戶與違約客戶案例的比例，將落在該分數區間的

拒貸案例根據比例拆解成拒貸正常與拒貸違約。然後根據指派結果重新試算違

約率以及核准率。 

由於拒貸戶通常資產品質較差，因此建議在指派比例時，會故意將違約戶之

比例加權增加，以符合實際狀況，通常加權因子大約是在 3~8 倍之間。在本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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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考量立可貸核貸率極高以及中小企金之高風險應保守評估考量，我們採

取 8 作為加權因子。【表 4.3】係以 8 作為加權因子所製作之經 Parceling 調整

核准率評估範例表。 

【表 4.3】 Parceling 調整範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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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信用評分卡績效  

在信用評分卡建置過程中，為了能夠有效評估信用評分卡之預測能力以

及診斷是否需要進一步修正，必須透過評估圖表來檢視評分卡成效。 

另一方面為了能夠與巴塞爾資本協定內部評等法(IRB)接軌，因此評估評

分卡的技術必須符合監理單位的相關規範。在本專案中，我們採用以下技術

進行評分卡模型評估： 

 違約率分佈 

 Lorenz’s Curve 

 K-S Test 

 Log Odds 圖表 

所有的評估表都是利用測試組資料進行評估，同時測試資料之違約客戶

比例是接近真實狀況進行評估，以確保評估正確性及模型穩定度。 

首先分析評估理論： 

令 i為信用評分分數，其範圍介於 L 與 H 之間，且 L≦ i≦H。  

令 )(ing 及 )(inb 分別代表在信用評分 i分下，正常與違約客戶數量。  

令 )(iNg 及 )(iNb 分別代表累積至信用評分 i分以下，正常與違約之客戶

數量總合，即：  

( ) )( jniN
i

Lj
gg ∑

=

=  

( ) )( jniN
i

Lj
bb ∑

=

=  

假設 )(HNN gg = 及 )(HNN bb = 分別代表正常與違約之總客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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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令 )(ipg 及 )(ipb 分別代表在信用評分 i分下，正常與違約之個別客戶

數比率，即：  

)(ipg ＝ )(ing / )(iNg  

)(ipb ＝ )(inb / )(iNb  

另令 )(iPg 及 )(iPb 分別代表在信用評分 i分以下，正常與違約之個別累

積客戶數比率，即：  

( ) )(/)( jpNiNiP
i

Lj
gggg ∑

=

==  

( ) )(/)( jpNiNiP
i

Lj
bbbb ∑

=

==  

（一）違約率分佈 

評分卡評估的第一步，就是必須要掌握測試資料組案例根據評分的結

果之後，分數的分布區間，以及正常客戶與違約客戶的分布狀況。一般來

說，正常客戶與違約客戶在經過評分卡之後，應該呈現兩個分離的近似常

態分配，正常客戶的平均分數會高於違約客戶，當這兩個近似常態分配分

離的越開，就代表評分卡鑑別違約案件的效果越顯著。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將每個分數區間轉換為違約率，由於分數 Scaling

是假設每隔 20 分 Odds 加倍，因此違約率應該隨著分數減少而呈現指數的

增加。 

（二）Lorenz’s Curve 

Lorenz’s Curve 是用來評估評分卡分诶類效果的標準圖表，其橫軸是

根據分數由高到低，累計的正常客戶佔總正常客戶的比例，而縱軸則是分

數由高到低，累計的違約客戶佔總違約客戶的比例。由於分數高者為低風

險客戶，因此累積違約比例的成長速度會慢於累積正常客戶，因此 Lorenz’s 

Curve 會呈現下高的曲線，在 Lorenz’s Curve 圖中，向右下突出的半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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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除與 45 度線下方三角型面積的比值，我們稱之為 Gini Coefficient。 

以圖 4.3 為例來表示： 

Gini Coefficient（以 G 表示）：G＝OMB/OAB 

若假設四方形邊長為 1，則三角形 OAB 為 1/2，則： 

G＝2OMB 

＝1-2OMBA 

既然 Lorenz’s Curve 上各點都是由代表累積正常（ )(iPg ）與違約（ )(iPb ）

比率之縱橫軸交併而成，故 OMBA 之面積可由下列公式求得： 

OMBA＝ 2/))()1()(( iPiPiP gg

H

Li
b +−∑

=

         With 0)1( =−LPg  

當 Gini Coeeficient 越接近 1 則代表越接近完美預測，當 Gini 係數接近零

時則代表無預測力。Gini 係數是目前 IRB 模型評估的標準指標，在進件評

分卡中，實務上 Gini 係數必須至少達到 0.4 始具預測力。 

 

 

 

 

 

 

 

 

 

 

0％       20％       40％       60％      80％      100％ 

 

【圖 4.3】 Lorenz’s Curve 示範圖 

（三）K-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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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s Curve 圖主要是用來評估評分卡總體預測力，而 K-S Test 圖

則是用來評估在評分卡哪個評分區間能夠將正常客戶與違約客戶分離的最

開，K-S Value 的大小會因資料不同而改變。 

K-S Value 數學式可以下式表示: 

K-S＝ ))()(( iPiPMax gbi −  

或 )( kg ip ＞ )( Kb ip 及 )( 1+kg ip ＜ )( 1+Kb ip  

Ki 表示此極大值出現時所對映之信用評分因素。 

累積各評分分數下之 K-S Value，就可完成 K-S Test 圖。其橫軸是評

分卡分數，而圖形中三條線分別是分數由低到高累積正常客戶佔總體正常

客戶的比率（如圖 4.4 紅色線）、分數由低到高累積違約客戶佔總體違約客

戶的比率（如圖 4.4 天藍色線），以及正常客戶減去違約客戶的比率差值，

其中機率差值這條線就是 K-S 值（如圖 4.4 粉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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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K-S Test 示範圖 

K-S Test 預測力分析顯示於【表 4.4】，依實務推論 K-S Value 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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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普遍可接受的參考值，若 K-S Value 在 20 以下則表示此模型幾無

預測能力，K-S Value 如在 75 以上則表示此模型預測能力好到令人產

生質疑，可能模型有失真或偏誤之現象。  

 
【表 4.4】  K-S Test 預測力分析表 

K-S Value 模型的優劣成程度  
≦20 此模型之預測力不佳  

20~40 此模型之預測力尚可接受  
41~50 此模型有好的預測力  
51~60 此模型有良好的預測力  
61~75 此模型具有非常傑出之預測力。  
＞75 此模型具有非常傑出至令人質疑的程度，可能

有失真或偏誤之現象。  
Elizabeth Mays:The Basics of Scorecar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四）Log Odds 圖表 

由於信用評分卡是透過羅吉斯迴歸建置，因此各分數區間的 Odds 值

在開自然對數之後，應該會與分數成正比(直線)。Log Odds 圖【圖 4.5】

之橫軸為信用評分分數，縱軸為 Odds 取對數 之值。Log Odds 圖就是用

來檢視線性方程式的擬合程度，以及檢視分數是否如當初假設，呈現每隔

20 分 Odds 加倍的趨勢。 
 

 

 

 

 

 

 

 

 1
00

％  
 80

％ 
   

60(L



 42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圖 4.5】立可貸 Log Odds 分布範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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