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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金融市場不斷的演進，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管道及方式也隨著市場的演進也有所

不同，但就金融機構(銀行)於中小企業的融資管道仍屬最主要的一方，但近年來國內外經

濟情勢變數橫生，加上中小企業非大型上市櫃公司向銀行取得融資，也因中小企業於財務

結構上和融資能力不及這些較具規模的企業，但就銀行而言，對於中小業企業融資仍不可

獲缺的一項重要業務，故各銀行如何控管其風險而創造獲利，已成為一大難題。有鑑於此，

針對銀行對中小企業授信評估因子與授信風險關係之間顯為重要，本研究針對Ａ銀行已授

信之中小企業戶共 321戶，資料中包含正常戶 291筆、違約戶 30筆，授信期間自 2010年

至 2015 年間的信用評分表資料，進行探討：1.針對個案銀行中小企業授信戶之正常戶與

違約戶的風險因子進行卡方檢定及 T-檢定二種模式進行實證分析，並在各式評估因子中

對企業特性有無重要顯著差異。2.在針對選出之顯著評估因子進行逐步羅吉斯迴歸模型，

分析個案銀行之中小企業授信戶違約與否有重要影響因素進行預測分析，上述指標可以用

來做為銀行後續評估授信戶是否違約之主要風險因子之主要依據。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企業授信、信保基金、Logistic 模型 

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evolu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for financing channels and ways of 

SMEs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ket are different, but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nks) 

in financing channels for SMEs i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one,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external economic situation variables will occur, plus a large non-listed SMEs cabinet 

companies obtain financing from banks, but also due to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SMEs and 

financing capacity is less than the larger of these companies, but the case of banks,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t remains indispensable for an important business, so 

how banks control their risks and create a profit,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In view of th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credit between banks and the credit risk factor for SMEs was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is study, the SME user A bank has the credit of a total of 321,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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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d in the normal household 291 pen, breach households 30 pen, during the credit from 

credit scoring tables from 2010 to 2015, and carried out:1. Risk factors for normal household 

cases bank credit for SMEs and households breach of households chi-square test and T- test two 

modes empirical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 featur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In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factor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ase of SMEs household credit defaults or not 

bank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factors predictive analysis, these indicators can be used as a 

determination whether the company is facing financial hardship, or the reference is still 

sustainable operations. 

Keywords: SME financing, corporate credit, Xinbaojijin, Logistic Model 

壹、前言 

我國2014年經濟成長率表現較2013年佳，民間投資和消費皆有所增長。根據《2015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得知，由第1季經濟成長率6.62%，逐季下滑至第4季為1.85%，

全年經濟成長4.03%；出口由上半年的7.89%，降至下半年的1.46%，全年成長4.53%；民間

投資上半年成長7.62%，下半年因國外需求減弱，產能利用率下滑，轉為負成長11.47%，

全年負成長2.47%。面對如此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銀行對中小企業授信之品質與風險管理

已成為各家銀行鑽研之重要問題，故各銀行如何控管其風險而創造獲利，為目前最重要的

一門課題。 

惟目前台灣中小企業授信業務仍是銀行之主要業務，而銀行放款損失比率則是衡量授

信企業戶的品質。而台灣的中小企業基於財務及會計帳務不健全、擔保品不足、本質不佳

等狀況，不僅無法經由公開市場籌得資金，便使得各金融體係風險加深。所以本研究之目

的為:  

一、 針對個案銀行中小企業授信戶的信評表內之正常戶與違約戶的風險因子進行卡方檢

定及T-檢定二種模式進行實證分析，並在各式評估因子中對企業特性有無重要顯著

差異。 

二、 在針對前述二種檢定所選出之顯著評估因子進行逐步羅吉斯迴歸模型，分析個案銀

行之中小企業授信戶違約與否有重要影響因素進行預測分析。 

貳、文獻探討 

一、中小企業現況及融資問題 

我國中小企業長期以來，於經濟發展中貢獻一向被視為功不可沒，其角色不但是產業

發展的主要磐石也是重要動力，更在所有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貢獻者中，占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就過往的文獻中劉勝康(2013)提到我國中小企業受到先天條件的限制，中小企業在

經營上有其弱點，其中又以營運資金不足且籌措不易問題最為嚴重。不過，由於政府多年

來對中小企業推動多項融資輔導措施，在強化其營運體質及健全財務透明度上已頗具成

效，從而降低銀行授信之風險。另就林宗漢、謝雅惠、張輝鑫、柯俊禎、林左裕(2011)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gCCOo/search?q=auc=%22%E5%8A%89%E5%8B%9D%E5%BA%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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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而言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相較於大型企業無力，其主要原因係經營管理制度不完備，

使融資的困難度也相對提高，且融資後資訊亦較不透明，故對銀行而言，雙方均難以達到

有效率之融資目的。 

二、銀行融資制度及會計財務原則 

在各銀行對於所有借戶授信的相關流程及徵授信原則均大同小異，就文獻中劉靜君

(2015)提到銀行於授信徵授信係依據授信審核 5P原則-借款戶、償還來源、授信展望為框

架，加入個人利益動機為干擾變項，將研究不同構面及自我利益情境下，對中小企業放款

人員授信意圖的影響，採多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假設檢定。此結果得知，經營者信用(借

戶)良好、或信評風險(還款來源)較低、或營收成長(未來展望)之借款企業，放款人員對

負責人信用不良、或信評風險高、營收衰退之借款企業推薦意願較低；且放款人員在自利

動機下，會增強其對借款企業之授信意圖。 

另針其他文獻中之黃曼琴、劉烱森(2012)也提到中小企業授信已成為各銀行提高獲利

之重點業務，銀行與中小企業的關係，總是互相包怨對方不好的地方，但某種程度又是互

相需要，惟目前國內各銀行授信風險評估仍是沿循 5P 的架構，每個構面均有不同的因素

及不同的影響重點，故該研究參考文獻資料以及實務上對中小企業授信之風險評估要項，

經由深度訪談的方式對專家進行訪談，並根據訪談所取得的資料彙整成德菲法問卷以進行

量化之問卷調查，來獲取專家對評估中小企業授信風險的定性及定量指標共 25 項因子，

並藉由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法，對中小企業授信各擔保品(動產及不

動產等等)的重要性已成為是銀行對中小企業授信考量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我國近年為了走出國際化並邁向全球經濟，自 2013 年度開始會計原則從 ROC GAP

到 IFRSs 接軌就文獻中之許淑秀(2011)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IFRSs 及 IFRS for SMEs

進行比較分析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宣佈自 2013 年起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將分兩階

段直接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s），至於非公開發行公司之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經濟部傾向

分流，直接採用中小企業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for SMEs），或參酌另訂適合我國國

情之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然而導入 IFRS for SMEs，不僅影響企業之財務報表，亦對企業

之稅務面產生重大影響。 

三、信用評等的模型相關之研究 

信用評等是一種徵信評估制度，經由各項搜集的資訊亦通過數量統計方法運算，將中

小企業之信用量化評分，制定評等成評分表，各評等模型因研究對象、研究目的與資料來

源相異，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本次係考量個案銀行融資的種類之特性及所探討研究

均以國內中小型企業為主，在信用風險因子的變數選取上，以參考歷年研討銀行授信風險

之文獻陳昇鴻／鍾國貴／周隆耀(2013)於國內某地區商業銀行之南部區域中 368 家中小企

業的徵信報告資料為樣本數，建立起銀行內部中小企業授信評等模型，也探討了該區之中

小企業主及其公司財務特性如何影響內部徵信評等的等級。結果得知中小企業負責人的個

人活期存款總金額、支票存款總金額、外幣存款總金額，以及個人名下所擁有土地市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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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愈高，同時中小企業員工總人數愈多、總放款金額愈高、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

力及獲利能力愈佳，則其授信風險愈低，另當中小企業負責人年齡愈高、學歷為學士、大

專、高中、國中或國小（以下），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產業生命週期正處於「成長期」、「成

熟期」、「迅速好轉」，或「略為惡化」階段時，則其徵信風險較高。 

另國內學者對授信評估相關文獻作摘要整理及信用評等重要相關研究變數，以林創偉

(2012)就目前國內而言銀行體係仍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管道之，惟目前中小企業往往面

臨財務報表失真、股東資力薄弱、與經營者誠信與否等問題，致授信無法有效審核，故各

銀行要如何運用客觀有效的衡量方法，作出較佳的授信決策，避免後續逾期放款的發生，

對銀行授信業務健全與否至為重要。而該研究除考量財務分析指標外，另納入公司治理與

授信條件、經營者個人條件與信用共計三個構面、35 項衡量指標，據以建立三種風險評

估模型：分別為二元邏輯斯迴歸模型、決策樹演算法、及結合上述兩種方法之模型。由實

證結果顯示，決策樹演算法具有較高的授信風險因子區別能力，其預測結果之正確率達到

96%，並求得 13 項顯著的影響變數。 

陳榮德(2015)研究中小企業之授信品質的勝負關鍵在於是否有充分並有效掌握預警

指標，按其權重依序為非財務指標、財務指標及企業經營者，惟加強授信風險之管控，彌

補授信戶資訊之不足，將過往易觸發違約風險因子之相關資訊整合成一中小企業信用評等

之評估機制，透過此機制建構出一套標準化的作業流程，降低作業成本、控制風險，以達

成協助中小企業順利取得資金及銀行降低逾期損失並兼顧銀行授信資產品質的雙贏目的。 

四、中小企業授信相關文獻研究 

針對中小企業授信風險預測相關文獻，不同的學者所採用預測變數不盡相同，但其共

同點不外乎參考中小企業之信用評等表用以衡量企業綜合之評述及重視企業診斷的財報

五力，其中安定力與收益力最常被使用，而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是學者最

常使用的統計方法之一。針對中小企業信用風險評估因子的研究方面，大致上著重的焦點

在於哪要素為中小企業所發生的信用風評估險因子？首先鐘啟瑞(2015)指出銀行對於本

國企業授信放款業務時，常面對中小企業財務報表真假度問題，因此從中小企業資料及財

務報表之各項財務數字所表示出的訊息來找出可能發生違約，對授信品質就顯得相對重

要。就該論文研究即以欲瞭解一般中小企業發生違約情形時，其財務報表中何項財務比率

為其發生違約之可能因子，透過銀行現行之企業信用評等表中所列之各項財務變數及非財

務變數，同時另增加選取其所未列入之其它財務變數，以所蒐集之樣本資料，利用獨立樣

本 t 檢定、χ²檢定、決策樹分析及羅吉斯迴歸來分析其違約機率，並建立其違約可能模型。 

林宗漢／謝雅惠／張輝鑫／柯俊禎／林左裕(2011)就目前而言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相

較於大型企業無力，其研究主要目的以授信業者的立場，分析中小企業申請授信融資發生

逾期之風險實證分析，針對非財務因子、財務因子以及業主本身特徵變數，期探討影響違

約行為之顯著因子，提供授信業者之業務人員在追求業績成長及篩選承做案件時之必要參

考，以降低貸放後發生逾期放款之機率。以某銀行之中小企業放款戶做為研究對象，將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y3Wor/search?q=auc=%22%E9%90%98%E5%95%9F%E7%91%9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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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之資料經隨機抽取該銀行之正常與逾期之案件，應用 Logistic 模型方法分析影響逾期

案件之主要因素分別為有無擔保品、貸款期限、負責人教育程度與過去有無不良紀錄等。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依據Ａ銀行所提供已授信之中小企業的信用評分表，所提供中小企業特徵及

中小企業各風險因子等因素來分析個案銀行對目前中小企業放款所考量或評估的準則是

否即為影響授信品質的顯著變數，故為此本研究首先分別應用卡方檢定(類比)及 t-檢定(連

續)來分析探討正常戶與違約戶間在貸款額度、貸款期間、有無擔保、企業成立時間、負

責人從事本業、J21 信評、營業場所是否為租賃、有無業外投資、是否從事衍生性產品交

易、負債比、營授比、近二年營業額成長率、負責人有無信貸、負責人有無卡循、負責人

配偶有無卡循、及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等企業特性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一、獨立性檢定 

獨立性檢定分析主要探討變數與變數在不同種類的條件下，瞭解變數間不同種類的關

聯程度。以下介紹常見之皮爾森卡方檢定： 

(一)樣本分布－列聯表 

進行獨立性檢定時，其資料形式以列聯表方式陳列。假設個體依兩種屬性 A 與 B 分

類，而 A 有 r 個不同之類別，B 有 c 個不同之類別，列聯表是將個體按兩種不同屬性做分

類，將其按行與列方式列成矩陣形態，其資料以 r × c 列聯表的形式表示，如表 3-1 所示。 

 

表 3-1  r × c之列聯表 

B 

A   
1B  … jB

 

 
… cB

 
列總計 

1A  11O  … jO1  
 … cO1  1R  

       2R  

iA
 1iO

 
… ijO

 
 … icO

 iR
 

        

行總計 
1C  2C  3C

 
 … cC

 
n 

其中各符號之意義如下： 

：表示所觀察的樣本資料中屬於 iA
與 jB

兩種特性之個數， 

i = 1, 2,…, r，j = 1, 2,…, c。 

：表示所觀察的樣本資料中屬於 iA
之總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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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所觀察的樣本資料中屬於 jB
之總個數。 

而樣本數  

(二)假設檢定 

此檢定之假設可建立為 

  

   

我們想要瞭解目前樣本在 A與 B 的分布情形與 假設為真的條件下的分布情形是否

有顯著的差別，若是有顯著的差別，則代表目前的樣本與 假設並不符合。因此，我們

需要先計算在 為真時，A 與 B 之分布情況，即期望值，以此為基準判斷樣本觀察值是

否偏離 假設。 

令 ， 

則當 為真時， 

， 

故知第 ij 格子之期望次數為 

， 

但因 和 未知，可以 及 估計之，故 

， 

再計算皮爾森卡方檢定之檢定統計量 

。 

(三)決策標準 

在顯著水準 之下，此檢定之決策法則為：當 時，則拒絕虛

無假設 ，說明 A 與 B 變數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反之，當 

時，則不拒絕虛無假設，說明 A 與 B 變數之間互相獨立，它

們之間並不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其中，若列聯表格中理論次數少於 5 的格數超過 20%格子

總數(r*c)，則卡方檢定結果將不具統計上之解釋意義。 

二、羅吉斯迴歸 

迴歸分析是研究者常常使用的統計方法之一，其主要用途有二：其一是預測，其二是

解釋。預測功能是利用已知的自變數來預測未知的應變數，解釋主要在說明預測變項與預

測效果間關聯強度及關聯方向。羅吉斯迴歸分析適用於被解釋變數為屬質變數的迴歸模

型，利用 Logistic 累積機率密度函數將被解釋變數的實數值轉換為機率值，可以解決被解

釋變數必須服從常態分配的假設。 

本研究選擇利用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的統計分析方法，主要原因是依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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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隱藏變數 Z）呈現離散型或二分類(分立性)之特性時，將無法滿足傳統迴歸分析中應變

數為連續性、呈常態分布之假設，此時傳統迴歸分析可能就不適用。因此，當研究結果的

應變數是離散型，其分類只有二類或少數幾類時，羅吉斯迴歸分析就變成是很普遍的分析

方法，不但適用於應變數是屬於質變數的迴歸模型，且此模型利用累積機率密度函數將自

變數的實數值轉為機率值，可克服自變數須服從常態分配的假設，而且可進一步推估銀行

中小企業戶發生逾期違約的機率。 

羅吉斯迴歸模型是由 Berlcson 於 1944 年所提出，屬於非線性迴歸模式，其反應函數

呈現曲線型態，呈現 S 或倒 S 型。首先假設事件發生之機率為 Y=1，事件未發生之機率為

Y=0，則 Logistic 迴歸模型假設事件發生的機率服從累積 Logistic 分配，如（1）式所示： 

i1

1
i Y

e
P





                               (1) 

其中， iP 為中小企業戶的違約機率， 

iY 為一線性方程式如（2）式所示：              

iikkiii XXXY   ...2211                  (2)   

iY
：表示第 i 樣本中小企業戶的應變數， i =1， 2，…，n， 

Y=0 或 1，Y=0 表示事件不發生，Y=1 表示事件發生。 

ijX
：表示第 i 樣本中小企業戶的第 j 個自變數， i =1，2，…，n； j

=1， 2，…，k  

 ：截距或常數項  

j
：表示第 j 個迴歸係數， j

=1， 2，…， k 。 

i ：為迴歸模型的誤差項， i =1， 2，…，n，
0)( iE 
。 

假設 1i Y 的機率為 iP ， 0i Y 的機率為 i1 P ，將（2）式取期望值： 

)...()( 2211 iikkiii XXXEYE  
 

= ikkii XXX   ...2211 =


j

ijj X

            (3) 

假設
)( iYE
與 iP

存在 logistic 函數關係，將（3）式結果代入（1）式之 iY
：  

i

i

X

P

P
e j

ijj






1



 

將等號兩邊取自然對數：  
)

1
ln(

i

i
ij

j

j
P

P
X




 

求得 Logistic 迴歸模型為： 

)(i

1

1





j

ijj X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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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kii

j

ijj

i

i
i XXXX

P

P
L  


  ...)

1
ln( 2211

 

上述模型的參數估計可利用最大概似估計法(MLE)，Logit 轉換是將事件發生的機率

值除以事件未發生的機率值再取自然對數，得到一個線性迴歸式，可確保事件發生的機率

值落於 0 至 1 之範圍內，代表中小企業戶發生違約的機率。 

(三)模型設定 

根據前述羅吉斯迴歸分析法，本研究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Yi=f(X01，X02，X03………X16  )                   (4) 

其中，Y=0 或 1，代表企業是否違約，X01=貸款額度(萬)、X02=貸款期間(年)、X03=

有無擔保、X04=企業成立年限(年)、X05=負責人從事本業(年)、X06=J21 外部信評(分)、

X07=營業場所是否為租賃、X08=業外投資、X09 =是否從事衍生性產品交易、X10=負債

比、X11=營授比、X12=近二年營業額成長率比較(%)、X13=負責人有無信貸、X14=負責

人有無卡循、X15=負責人配偶有無卡循、X16=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 

肆、實證結果 

一、資料來源及定義相關變數 

本研究所採用的實證樣本資料皆取自於國內某一商業銀行的內部對於中小企業已授

信的信用評分表，研究期間以 2010 年起到 2015 年底為止，這五年期間以評分表之各授信

因子為主。共採計有 30 家發生貸款違約的公司和 291 家非違約財務正常的公司，所以總

計有 321 家樣本公司，除了可採行現行銀行所考量的一些危險因素外，同時又將兼顧以往

文獻的情況。 

根據前述之研究設計與流程進行實證分析，亦分為三個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份:卡

方檢定，判斷違約戶與非違約戶在八個類別變數中之分布是否有顯著的差異。第二部分：

獨立樣本 t-檢定，首先以同質性檢定判斷違約戶與非違約戶在八項變數中之變異數是否相

等，再針對違約戶與非違約戶分別進行八個連續型變數的差異性檢定。第三部份：羅吉斯

迴歸，將前二部分檢定顯著之變數納入模型中，以判斷變數對於違約的影響程度。 

在參考銀行所採用中小企業申請貸款時所蒐集的實際資料後，篩選可能因素並彙整成

表 4-1 所示。表 4-1 為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變數，主要分成 16 項變數來進行分析。其中，

各項研究變數的計算及說明，而內容說明如下： 

表 4-1 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變數 

研究變數 
預期

方向 
計算與說明 

貸款額度(X01) +/- 金額大小來衡量企業的違約風險高低 

貸款期間(X02) +/- 預測貸款期間長短，預期發生異常的機率 

有無提供擔保 +/- 代表公司自有資金的能力授信 5P 的第二道防線債權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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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3) 

企業成立年限

(X04) 

+/- 成立之年限代表公司經營的績效穩定性 

負責人從事本業

(X05) 

+/- 對產業熟稔程度攸關企業經營成長未來之發展性 

聯徵 J21信評(X06) 

 

+/- 客戶基本資格及信用評等級之目的 

營業場所是否租賃

(X07) 

+/- 營業場所租賃或自產，是否能預測發生違約風險暴露程度 

業外投資(X08) +/- 於本業除外的所有投資，是否因過多的業外投資而造成虧損近

而影響本業營運 

是否從事衍生性產

品交易(X9) 

－/+ 表示該企業是否過度投機非本業之財務操作，近而產生業外虧

損侵蝕損益 

負債比(X10) －/+ 總負債/ 淨值 

營授比(X11) +/+ 全體銀行授信餘額 /銷貨淨額(全體銀行授信餘額為核貸前查詢

聯合徵信中心之授信餘額) 

近二年營業額成長

率((X12) 

+ (本年度營業收入-上年度營業收入)/上年度營業收入 

負責人有無信貸

(X13) 

+ 表示企業負責人信用擴張的程度 

負責人有無卡循

(X14) 

+ 衡量企業負責人信用卡繳款之記錄 

負責人之配偶有無

卡循(X15) 

+ 衡量企業負責人配偶信用卡繳款之記錄 

企業最近三個月新

業務往來查詢家數

(X16) 

+ 針對其企業於短期間是否過度擴張融資額度上限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彙整。 

(一)  卡方檢定 

1. 類別型變數樣本敘述性統計 

針對本次研究的正常戶與違約戶在 8 個類別型變數之差異進行分析，受到正常戶與違

約戶之個別樣本數與變異程度影響，因此在進行差異性檢定以前，對該變數類別進行百分

比劃分更可清楚了解每個類別的比重。 

                         表 4-2  類別型變數樣本敘述表 

參數 變數名稱 變數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X01 有無擔保品 房地擔保 5 1.50% 

信保基金擔保 294 91.60% 

房地+信保 22 6.90% 

X02 營業場所是否租賃 自有 83 26.00% 

租賃 238 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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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3 業外投資 大陸投資 103 32.00% 

海外投資 35 10.90% 

都沒有 183 57.10% 

X04 是否從事衍生性產品交易 是 7 2.20% 

否 314 97.80% 

X05 負責人有無信貸 有 142 44.30% 

沒有 179 55.70% 

X06 負責人有無卡循 有 139 43.40% 

沒有 182 56.60% 

X07 負責人配偶有無卡循 有 137 42.50% 

沒有 184 57.50% 

X08 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 合理 155 48.20% 

高風險群 146 45.60% 

不予承做 20 6.30%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彙整。 

2. 類別型變數之獨立性檢定 

在表 4-2 之卡方檢定所估計的結果，業外投資計算出卡方之檢定統計量為 209.457，

自由度為 2，得出 p-value 接近 0，在顯著水準為 0.05 之條件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業

外投資」與「是否為違約戶」之間有關聯。不過由於有 2 種情況之期望值小於 5，因此卡

方檢定之結果僅供變數選取之參考。負責人有無信貸計算出卡方之檢定統計量為 76.759，

自由度為 1，得出 p-value 接近 0，在顯著水準為 0.05 之條件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負

責人有無信貸」與「是否為違約戶」之間具有相關性。負責人有無卡循計算出卡方之檢定

統計量為 63.463，自由度為 1，得出 p-value 接近 0，在顯著水準為 0.05 之條件下，拒絕

虛無假設，表示「負責人有無卡循」與「是否為違約戶」之間具有相關性。企業最近三個

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計算出卡方之檢定統計量為 16.734，自由度為 2，得出 p-value 接

近 0，在顯著水準為 0.05 之條件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

詢家數」與「是否為違約戶」之間有關聯。不過由於有 1 種情況之期望值小於 5，因此卡

方檢定之結果僅供變數選取之參考。故可推論正常戶與違約戶在這四項變數中的平均水準

是具有顯著性的差異。其餘的四項指標變數則傾向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而接受對立假設，因

此無法推論指標變數之平均水準在正常戶與違約戶會存在顯著性的差異。 
                      表 4-3  類別型變數之獨立性檢定 

統計量 卡方檢定 P 值 

企業有無擔保品(X01) 3.369 0.1860* 

營業場所是否為租賃(x03) 1.823 0.1770* 

業外投資(x4) 209.54 0.0000*** 

是否從事衍生性產品交易(x5) 1.397 0.237 

負責人有無信貸(x6) 76.759 0.0000*** 

負責人有無卡循(x7) 63.463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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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之配偶有無卡循(x8) 2.624 0.1050** 

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x9) 16.734*** 0.0000*** 

註：***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是呈現顯著的情況；**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是呈現顯著的情況；*

表示在 15%顯著水準下是呈現顯著的情況。 

(二) t-檢定 

1. 連續型變數樣本敘述統計表 

針對本次研究的正常戶與違約戶在 8 個連續型變數之差別是否顯著，受到正常戶與違

約戶之個別樣本數與變異程度影響，因此在進行差異性檢定以前，須瞭解不同族群在 8 個

變數之分布，在此透過觀察個數、平均數與最大及最小值(表 4-3)檢視正常戶與違約戶分

別在 8 個連續型變數之概況。 

           表 4-4樣本敘述統計表 

參數 變數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X01 貸款額度(萬) 321 633 9500 120 

X02 貸款期間(年) 321 2 5 1 

X03 企業成立年限(年) 321 14 39 2 

X04 負責人從事本業(年) 321 18 43 2 

X06 負債比(%) 321 290.08 2122.70 5.08 

X07 營授比(%) 321 30.36 152.30 2.46 

X08 近二年營業額成長率(%) 321 18.81 434.49 -104.48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彙整。 

針對連續型變數進行敘述性統計，以瞭解此次調查中連續型變數的概況。貸款額度的

平均數為 633 萬元，最大值為 9,500 萬元，最小值為 120 萬元，最大差距為 9,380 萬元。

貸款期間的平均數為 2 年，最大值為 5 年，最小值為 1 年，最大差距為 4 年。企業成立年

限的平均數為 14 年，最大值為 39 年，最小值為 2 年，最大差距為 37 年。負責人從事本

業的平均數為 18 年，最大值為 43 年，最小值為 2 年，最大差距為 41 年。J21 信評的平均

數為 1019 分，最大值為 1807 分，最小值為 0 分，最大差距為 1807 分。負債比的平均數

為 290.08%，最大值為 2122.70%，最小值為 5.08%，最大差距為 2117.62%。營授比的平

均數為 30.36%，最大值為 152.30%，最小值為 2.46%，最大差距為 149.84%。近二年營業

額成長率的平均數為 18.81%，最大值為 434.49%，最小值為-104.48%，最大差距為 538.97%。 

2. 連續型變數差異性 t-檢定 

在表 4-4 之 t-檢定所估計的結果，貸款額度計算出 T 統計量為-1.377，可以得出 p-value

為 0.17，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常戶與違約戶的貸款額

度並沒有顯著的差別。貸款期間計算出 T 統計量為 3.840，可得到 p-value 趨近於 0，在顯

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常戶與違約戶的貸款期間有顯著的差別，

因為 T 統計量為正，說明違約戶的貸款期間較正常戶長。企業成立年限計算出 T 統計量

為-3.595，得到的 p-value 趨近於 0，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

常戶與違約戶的企業成立年限有顯著的差別，由於 T 統計量為負，因此以違約戶的企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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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年限較正常戶短。負責人從事本業年計算出 T 統計量為-3.323，得到 p-value 約為 0.001，

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常戶與違約戶的企業負責人從事本

業年有顯著的差別。由於 T 統計量為小於零，因此違約戶的企業負責人從事本業年較正常

戶短。J21 外部信用評分 T 統計量為-9.024，得到的 p-value 趨近於 0，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常戶與違約戶的 J 21 外部信用評等有顯著的差別。由於

T 統計量為負，以違約戶的 J 21 外部信用評等較正常戶來的低。負債比計算出 T 統計量為

-0.142，得到 p-value 為 0.887，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常

戶與違約戶的負債比沒有顯著的差別，違約戶與正常戶的負債比相等。營授比計算出 T

統計量為-0.268，得到 p-value 為 0.789，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不拒絕虛無假設，

表示正常戶與違約戶的營授比沒有顯著的差別，違約戶與正常戶的營授比相等。近二年營

業額成長率計算出 T 統計量為-1.221，得到 p-value 為 0.232，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形下，

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正常戶與違約戶的近二年營業額成長率沒有顯著的差別，違約戶與

正常戶的近二年營業額成長率相等。 

           表 4-5  連續型變數差異性 t-檢定 

統計量 t-檢定 P 值 

貸款額度(x1) -1.377 0.1700* 

貸款期間(x2) 3.84 0.0000*** 

企業成立年限(x3) -3.595 0.0000*** 

企業負責人從事本業年限(x4) -3.323 0.0001*** 

J21 外部信用評等(x5) -9.024 0.0000*** 

負債比(x6) -0.142 0.8870 

營授比(x7) -0.268 0.7890 

近二年營業額成長(x8) -1.221 0.2320 

註：***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是呈現顯著的情況；**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是呈現顯著的情況；*

表示在 15%顯著水準下是呈現顯著的情況。 

(二) 逐步 logit 迴歸參數檢定 

經由前述之差異性分析，我們將「X2_貸款期間(年)」、「X4_企業成立年限(年)」、「X5_

負責人從事本業(年)」、「X6_ J21 外部信用評等」、「X9_業外投資」、「X14_負責人有無信

貸」、「X15_負責人有無卡循」「X17_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作為解釋變數，

對「Y_是否為違約戶」進行羅吉斯迴歸，探討各個變數對於 Y的影響是否顯著與程度。首

先將違約戶定義為「Y_是否為違約戶」=1，正常戶定義為「Y_是否為違約戶」=0，如表

4-43 所示。接著再將「X14_負責人有無信貸」與「X15_負責人有無卡循」定義為虛擬變

數如表 4-7所示。 

表 4-7 負責人有無信貸與負責人有無卡循之變數編碼 

變數類別 次數 
參數編碼 

-1 -2 

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 合理 20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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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群 100 0 1 

不予承做 19 0 0 

業外投資 

大陸投資 21 1 0 

海外投資 11 0 1 

都沒有 289 0 0 

負責人有無卡循 
沒有 260 0 

 
有 61 1 

 

負責人有無信貸 
沒有 263 0 

 
有 58 1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彙整。 

建立羅吉斯迴歸模型時以向後選取法進行變數的選取，首先將 8 個變數都放入模型

中，再將最不顯著的變數一一剔除，直到所有變數都達到所訂定之顯著水準，在此所使用

之顯著水準為 0.05。結果如表 4-9 所示。 

表 4-9 羅吉斯迴歸向候選取法之過程 

 
B S.E. Wald df 

顯著

性 
Exp(B) 

95% EXP(B)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步驟 1 X2 1.24 1.059 1.372 1 0.241 3.457 0.434 27.54 

X4 -0.527 0.328 2.578 1 0.108 0.591 0.311 1.123 

X5 0.132 0.185 0.505 1 0.477 1.141 0.794 1.639 

X6 -0.007 0.003 5.063 1 0.024 0.993 0.988 0.999 

X9 
  

5.77 2 0.056 
   

X9(1) 8.994 4.05 4.932 1 0.026 8055.328 2.877 22554588 

X9(2) 7.314 3.218 5.165 1 0.023 1500.422 2.735 823166.5 

X14(1) -1.058 1.801 0.345 1 0.557 0.347 0.01 11.851 

X15(1) 6.359 3.643 3.047 1 .081 577.872 .458 728880.146 

x17 
  

3.289 2 0.193 
   

x17(1) 2.648 2.315 1.308 1 .253 14.127 .151 1320.841 

x17(2) 7.457 4.116 3.282 1 .070 1732.675 .543 5527191.753 

常數 13.784 6.688 4.247 1 0.039 968737.4 
  

步驟 2 X2 1.337 1.071 1.559 1 0.212 3.808 0.467 31.068 

X4 -0.607 0.344 3.103 1 0.078 0.545 0.278 1.071 

X5 0.183 0.179 1.042 1 0.307 1.201 0.845 1.706 

X6 -0.007 0.003 5.451 1 0.02 0.993 0.987 0.999 

X9 
  

7.363 2 0.025 
   

X9(1) 10.195 4.133 6.084 1 0.014 26771.35 8.119 88275852 

X9(2) 8.31 3.183 6.815 1 0.009 4065.437 7.933 2083319 

X15(1) 7.771 3.434 5.122 1 .024 2371.175 2.833 1984957.725 

x17 
  

2.901 2 0.234 
   

x17(1) 2.812 2.296 1.500 1 .221 16.636 .185 1497.607 

x17(2) 7.441 4.401 2.859 1 .091 1704.084 .306 9496287.669 

常數 13.623 6.895 3.904 1 0.048 825133.4 
  

步驟 3 X4 -0.296 0.135 4.767 1 0.029 0.744 0.571 0.97 

X6 -0.006 0.002 6.983 1 0.008 0.994 0.99 0.998 

X9 
  

9.617 2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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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1) 7.875 2.592 9.231 1 0.002 2631.571 16.363 423208 

X9(2) 7.666 2.813 7.429 1 0.006 2135.232 8.614 529282.9 

X15 5.817 2.319 6.293 1 0.012 335.897 3.569 31614.224 

x17 
  

3.501 2 0.174 
   

x17(1) 2.178 1.847 1.391 1 .238 8.830 .237 329.540 

x17(2) 5.967 3.196 3.485 1 .062 390.344 .743 205198.518 

常數 13.158 5.628 5.466 1 0.019 517966.8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彙整。 

由表 4-9 所示，最終之模型為： 

而由 Exp(B)能夠看出，企業成立年限每增加一年，其違約的勝算比為 0.744 倍；J21 外部

信用評等分數增加一分則違約之勝算比為 0.994 倍；企業若是進行大陸投資則違約之勝算

比為沒有業外投資的 2631.571 倍；企業若是進行海外投資則違約之勝算比為沒有業外投

資的 2135.232 倍；負責人有信貸之違約勝算比為負責人沒有信貸之 17.664 倍；企業最近

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為高風險群則其違約勝算比為合理之 8.83 倍；企業最近三個

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為不予承做則其違約勝算比為合理之 390.344 倍。 

綜合上述，本研究最終以 SPSS 系統應用全體樣本計 321 進行逐步羅吉斯迴歸模型之

準確達 99.1%，結果亦適合做為銀行放款風險預警之模型，另為測試這 6 個變數預測授信

品質之穩健度，本研究另以 321 筆樣本據以計算其準確預測率與如表 4-9 所示差異不大，

代表本精簡後之授信品質預測模型的確具有穩健度，未來銀行授信決策確可根據上述 6 項

變數來初步篩選貸款戶，以提升放款品質。 

伍、結論及建議 

一、本研究之研究期間從 2010年至 2015年，家數總計 321筆樣本資料，並進行實證研究。

研究結論如下所述： 

(一)首先將 8 個類別變數經過正常戶與違約戶卡方檢定後，可了解正常戶與違約戶在 1.

業外投資 2.負責人有無信貸 3.負責人有無卡循 4.企業最近三個月新業務往來查詢家數，

四個變數具有顯著差異，此結果可提供銀行授信時之基本依據。 

(二)再將 8 個連續型變數經過正常戶與違約戶差異性 t-檢定後，可了解正常戶與違約戶

在 1.貸款期間、2.企業成立年限、3.企業負責人從事本業年限、4.J21外部信用評等具有

顯著差異，此結果可提供銀行授信時之基本依據。 

(三)最後在將前二部份檢定顯著變數，運用羅吉斯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LR）

進行分析，經過逐步羅吉斯迴歸分析後發現，下列五項指標-業外投資、企業成立年限、

J21信評(分)、負責人有無信貸、負責人有無卡循，對中小企業授信品質更具有顯著影響

力，上述指標可以用來做為銀行評估授信戶是否違約之主要風險因子，且該指標可使銀行

提高選取優質授信戶的命中率，也能夠使銀行對於中小企業評分表之評估違約率更加完

整，同時這個模式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二、另針對本次研究所採用的 16種授信風險因子，其中針對類比變數中的(X04)是否從事

衍生性產品交易，經檢定後並未顯著，但就授信實務上，係考量到該產品(TMU)對各銀行

已成為獲利的主要來源之一，惟該產品仍具有高度投機性，加上近年金融市場所產生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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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風險，就目前國內中小企業的現況應無法承受其風險，另針對該產品的資訊並未透明

(於 104 年度前並未放置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庫，查詢代碼：C01)，故導致所取之資料

無法於本次研究立即顯示出其重要性，但該風險因子仍屬目前銀行授信中的重要關鍵之

一，加上我國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仍具不透明的現況，故後續有相同研究若能再加入更多

的信用因素變數，以加強新的授信風險評估模式應更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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