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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授信業務為金融業者主要業務之

一，也是金融業獲利的重要來源。為

了減少逾期放款比率過高，嚴重影響

金融業的獲利。因此，金融業者建立

了一套標準的審核機制，也就是信用

風險的評估模型，此模型應用在未核

貸給客戶之前，可先行評估客戶的信

用風險大小，以作為貸款批准、貸款

額度多寡的依據。評估模型的建立大

多採用信用評分的方式，而信用評分

可分為應用評分（Application Scoring）
及行為評分（Behavior Scoring）兩部

分。一般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大部分採

用的是應用評分，屬於事前評估預

測。而本研究所針對的是事後的行為

評分，針對如何減少現金卡客戶在核

准後，由於某些特定因素造成違約逾

期繳款，以致於金融業者要進行催款

甚至上法院進行官司訴訟，造成金融

業者的額外負擔的情況，所以本研究

對核准之後的現金卡客戶行為做追蹤

分析，以作為金融業者採取降低損失

措施的參考依據。 
 
綜觀研究個人信用風險評估模式

之相關文獻，大多採用申請人所提供

的資料做為分析資料的主體，或是加

入 聯 合 徵 信 中 心 （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JCIC）所提供的資

訊來加強模型的預測力及可用性。而

本研究以國內某金融機構的現金卡用

戶為研究對象，採用聯合徵信中心提

供給金融機構的信用資料，來做評估

分析的依據，採用羅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LR）統計方法來挑選具有

顯著預測力的變數，並依照挑選出來

的變數結合客戶的行為加以分析預

測，發展出一套有效的信用風險評估

模型，讓金融業者能夠在進行催款甚

至進行法律訴訟之前，能夠先採取相

對的應變措施，降低核發現金卡之後

的風險成本。 
 
關鍵詞：羅吉斯迴歸、信用評分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幾年來，金融業者結合不同類型

的金融商品，如保險、證券、創投、

理財諮詢等，紛紛成立金融控股公

司，提供客戶更多綜合性的服務。由

於金融控股公司的紛紛成立，造成競

爭激烈，尤以消費金融市場最為熱

絡。在消費性金融市場中，信用貸款

跟信用卡已是最普遍的金融商品。各

家金融業者為了攻佔廣大市場，紛紛

採取價格競爭策略，放寬核准門檻，

造成了審核品質低落，在信用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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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數雖多，但真正為公司帶來價值

的客戶卻是十分有限。在信用貸款部

分，逾放比率節節升高，嚴重影響到

公司的獲利。因此，完善的風險控管

機制顯得重要。為了減少逾期放款       
比率過高、提升客戶品質，所以，金

融業者建立了一套標準的審核機制，

也就是信用風險的評估模型，此模型

應用在未核貸給客戶之前，可先行評

估客戶的信用風險大小，以作為貸款

批准、貸款額度多寡的依據。評估模

型的建立大多採用信用評分的方式，

而 信 用 評 分 可 分 為 應 用 評 分

（Application Scoring）及行為評分

（Behavior Scoring）兩部分。一般信

用風險評估模型大部分採用的是應用

評分，屬於事前評估預測，重點在於

客戶的篩選，但是篩選後，客戶的行

為無從得知，當客戶逾期繳款時，金

融業者就要進行催款甚至要上法院進

行法律訴訟，可能要背負資金無法回

收的風險。因此，本研究針對事後的

行為評分部分，研究對象是現金卡的

用戶，選定現金卡用戶為研究對象的

原因是因其隨時可借可還，而銀行也

會每三個月調查一次客戶的外在行

為，依據客戶的行為及還款能力調整

其現金額度。根據圖（一）現金卡的

流程顯示，得知此金融機構對客戶的

審核依據，主要是以 JCIC 的資料為

主。因此，本研究採用聯合徵信中心

（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JCIC）提供給國內某金融機構的信用

資料，來做評估分析的依據。而分析

的工具則採用 SAS（Statistics Analysis 
System）套裝統計軟體。所以，本研

究期能建立一套有效的評估模型，來

追蹤評估客戶的行為，以便讓金融業

者採取降低損失措施的參考依據。 
 
 
 

 
 
 
 
 
 
 
 
 
   

    圖（一）現金卡流程 
【資料來源：某金融機構】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參考林建洲（2001）針對銀

行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授信建立評估模

型，採用 Logit、Probit、區別分析三個

統計方法，實證結果發現，影響個人

消費信用貸款申請人信用風險的特徵

因素皆為職稱、教育程度、公司等級

及年收入，而三個統計方法中，模型

的準確率依序為 Logit > Probit >區別

分析。陳鴻文（2002）針對個人小額

信用貸款研究，以表內變數及表外變

數為參考值，研究方法利用羅吉斯迴

歸，研究發現，表內變數中，性別及

服務年資為顯著變數，在表外變數

中，是否使用循環利息、近期是否有

他行查詢、信用卡張數為顯著變數。

而模型的預測準確率為 91%。戴堅

（2004）針對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授

信評量模式研究，採用申請表上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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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基本資料以及 JCIC查詢的信用資

料為研究範圍，運用羅吉斯迴歸模型

建立模式，實證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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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行查詢等六種為顯著風險變數。研

究也發現，加入 JCIC 查詢的信用資

料，將大大提升模型預測的準確率。 
另外，由以上文獻也發現，他們的

風險評估決策方法均採用信用評分方

法，因為信用評分法將客戶的資料，

透過評分表的方式，加總之後得到一

總分，總分越高，表示償還能力越高。

藉由將評估項目轉換為量化的資料，

訂定各種變數實際的分數。此種評分

法內容簡單，評分較客觀，也改善了

信用評等所產生的問題。且信用評分

制度在銀行的消費金融業務中是使用

最多的。                           
因此，藉由以上文獻探討，羅吉斯

迴歸是解決二分類或多分類因變數最

適合的模型之一，因此，本研究決定

採用羅吉斯迴歸當作研究方法且採取

信用評分制度。而本研究主題與上述

文獻不同的是，本研究針對的是事後

的行為評分預測，而上述文獻則是事

前的預測評估，屬於應用評分部分。 
 

3. 研究程序與步驟 

 

（1） 研究目的及方向確定 
擬定研究目的，確認研究的方

向範圍進行探討。 
 

（2） 文獻探討 
針對信用評分制度及羅吉斯迴

歸方法進行相關文獻的收集整理。 
 

（3） 資料蒐集及整理 
根據 JCIC提供給金融機構的資

料欄位進行整理分類，作為資料分析

的基礎。 
 

（4） 資料分析 
利用統計檢定方法進行資料的

分析，篩選最具顯著預測力的變數。 
 

（5） 模型建立與驗證 
根據挑選出來的顯著變數，利

用羅吉斯迴歸進行模型的建立，以及

進行模型的驗證。 
圖（二）為本研究之程序與步驟。 

研究目的與
方向確定

文獻探討

資料蒐集及
整理

資料分析

模型建立與
驗證  

圖（二）研究程序與步驟 
 

4. 個人信用行為評分模式 

 
此信用模式的建立分為五個步

驟：（1）資料收集（2）資料分類（3）
風險變數的選取（4）模型建立 （5） 
模型驗證。如圖（三）所示。 

 
（1） 資料收集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是國內某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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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提供一萬筆的現金卡客戶資

料，期間是民國 90 年～民國 92 年，

一萬筆資料中包括大約三千筆逾期客

戶資料、七千筆正常客戶資料。這一

萬筆的資料欄位都是由 JCIC提供給金

融機構的資料而來供作分析。而本研

究將採取隨機抽樣方法，各自從逾期

客戶、正常客戶中隨機抽取 250 筆資

料，共五百筆資料當作分析的樣本。 
 

（2） 資料分類 
在進行資料分析前，先進行資 

料的分類。例如：將性別量化為 0 與 1，
0 表示女生，1 表示男生。婚姻狀況：

0 表示未婚，1 表示已婚。教育程度：

1 表示高中（職）畢業及以下，2 表示

專科畢業，3 表示大學畢業，4 表示碩

（博）士畢業，依此類推。將所得到

的資料欄位先全部量化後再進行資料

的分析。 
 
（3） 風險變數的選取 

在將資料分類後，則利用統計

檢定方法挑選出具有顯著預測力的變

數，再加上客戶的行為去做綜合分

析，以作為模式建立的基礎。 
 
（4） 模型建立 

在挑選出顯著的風險變數後，

利用羅吉斯迴歸方法建立模型，羅吉

斯迴歸是找出因變數與一組解釋變數

間的線性關係，這個線性關係可利用

因變數的對數奇數比來表示，而迴歸

分析使用的參數估計法則為最大概似

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5） 模型驗證 

      在建立模型後，將原本的資料

與預測後的資料進行比較，檢驗模型

的準確率。 

 

圖（三）模式建立步驟 
 

5. 未來展望 

  

    現金卡的使用近幾年來快速且蓬

勃地發展，已經逐漸地擠壓到信用貸

款以及信用卡預借現金的市場，許多

金融業者也紛紛搶攻現金卡市場這塊

大餅，現金卡的前景一片看好，這幾

年來也成了炙手可熱的當紅炸子雞，

各家金融業者為了獲取廣大客戶，採

取各式各樣的行銷策略，目的無非是

想提高發卡數，但是發卡數的多寡並

不一定能為金融業者帶來豐厚的利

益，重點在於能否掌握對銀行有卓越

貢獻的客戶，進而提供更精緻的客戶

服務。而本研究所建立的評估模型目

的則是期望能提高金融業者的決策品

質，篩選出能為金融業者帶來利益的

客戶，增加本身的競爭力，創造豐厚

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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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係針對某金融機構所建

立的評估模式，不見得適合所有其他

的金融業者，其他的金融業者可針對

自身情況，對模式加以修正，以求取

最佳模式。另外，本研究利用羅吉斯

迴歸統計方法建立模型，建議亦可採

用類神經網路或是專家系統方法建

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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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dit affai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to reap profits in finance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atio of overdue loan and avoid the loss, the 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 a set of standard examine mechanism. This standard examine 
mechanism is the credit risk evaluation model which is used in evaluating the 
individual credit risk before the loan is permitted. The credit risk evaluation result is 
the base of loan permission and the loan amount. When the 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 the risk evaluation mode, they often refer to the credit scoring which contains 
application scoring and behavior scoring. In most general credit risk evaluation model, 
they refer to application scoring which is beforehand evaluation and forecast. 
Nevertheless, our research focuses on behavior scoring after loan permission. We 
devoted to look for the cause of overdue loan. When overdue loan occurs, the finance 
institution has to urge the customer to pay for the loan or file a lawsuit which will 
bring out additional burden. Our research traces the permitted cash card customer and 
evaluates the risk in order to reduce loss for finance institution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individual credit risk evaluation model, most 
related references adopt the data that customers provide for application or join up the 
data from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JCIC, to analyze and enhance the usability. 
The research targets are the cash card customer in the specific finance institution and 
the credit data is provided by JCIC, and these credit data is the foundation of 
evaluation. Our research adopts the statistics method, Logistic Regression (LR), to 
pick up the outstanding variable and combine the customer behavior to analyze and 
develop an effective credit risk evaluation model. The finance institution can use the 
credit risk evaluation model to adopt the corresponding emergency measure before 
urging the customer to pay for the loan or filing a lawsuit to reduce the risk cost of 
permitted cash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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