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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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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信用卡行銷策略與信用評等 摘要 台灣每年的信用卡累積發卡量與

簽帳金額快速成長，信用卡業務成為銀行貸放款業務外另一項重要的業

務收入來源，替眾多發卡銀行帶來了利基，因此對於信用卡的發行，發

卡銀行必須擬定一套有效的行銷策略。持有多卡消費固然帶給消費者方

便，但是卻也有潛在信用膨脹與信用破產的問題，發卡銀行所承擔的風



險也相對增高，因此信用卡的未來前瞻性與延伸性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一)消費者對信用卡的認知、(二)目前未持卡的消費

者尚未持有信用卡的原因、(三)將來申請信用卡考慮的條件與(四)建立一

套客觀的信用評等方法。調查對象為輔仁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調查項目

包括持卡人持卡消費行為與對發卡銀行服務項目的滿意程度(採用態度量

表)、未持卡人目前尚未持有信用卡的原因與家人持卡情形、消費者對信

用卡的認知與將來申請考慮條件。 資料分析中顯示此特定消費者在將來

申請信用卡考慮的條件前三項依序為年費、繳款便利性與消費額度，因

此發卡銀行的行銷策略建議亦就此三項為主要行銷訴求。而在信用評估

方面，希望建立一套客觀量化的評估制度對申請者的「償還能力」與

「償還意願」進行信用審核與信用控制的工作。  

摘要

(英) 

ABSTRACT Credit scoring is a scientific rating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which 

applicants are granted credit. In Taiwan, the amount of outstanding credit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last 10 years,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credit-grantors 

have had to develop efficient and sophisticated tools for controlling the granting 

and monitoring of such credit. This paper considers (1) the general perception to 

trace the consumers'' attribution, (2) the reasons of not having credit cards to target 

marketing sources, (3) the consideration for applying new credit cards to forecast 

activity level in the future and (4) to develop an objective credit scoring. The 

investigation also includes questions of the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for cardholders 

and their consuming activities and patterns. We study the graduate students of Fu 

Jen university as the base of our sampling population. In our study, we found the 

three most significant considerations for credit-card consumer are the amounts of 

membership fee, the convenience of ways of payment and the credit-line for 

cardholders, in terms, these can be used as conditions to manage portfolio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We also used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performance(creditworthiness)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factors of the 

abilities and willingness of repayments from credit 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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