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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國內銀行近幾年來是以小額信用貸款為主要收益來源之一，由於雙卡風

暴之影響，使得銀行更注重顧客申貸時的各類信用資料。但考慮顧客在

申貸時也許未出現高風險之特徵，因此本研究決定建構預警系統來檢視

顧客核貸後之行為，期望能提早發現具違約風險特徵之顧客。 本研究目

標是希望改變建模方式以得到較佳的預測結果，本研究改變的方式是選



擇透過一個分群變數先將資料進行切割，再分別建立數個模型與未分群

前所建構之模型(本研究稱全部模型)進行比較。經過實證研究後得知「性

別」為本研究之分群變數，因此分別建立男性模型與女性模型。並主要

透過 AR(整體預測率)、RR(壞帳預測率)、TNR(好帳預測率)及 PR(準度)等

四項預測率來判別模型之優劣。 經實證研究後得知，面對男性顧客時，

置入全部模型之預測結果比置入男性模型佳；面對女性顧客時，置入女

性模型之預測結果比置入全部模型佳。最後本研究再進一步將預測能力

較佳的全部模型與女性模型進行結果整合，而本研究結果顯示，面對所

有顧客時，將全部模型與女性模型的預測結果整合，其預測能力比所有

顧客直接置入全部模型來的佳。  

摘要

(英) 

One of the chief revenue of the domestic banks market is the small amount 

personal credit loan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crisis of credit card and cash 

card in Taiwan, the domestic bank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fter the 

domestic banks approve this loan, there will be another problem that the customers 

still probability to be in default on a loan. Therefore, this study tries to construct the 

precaution models to inspect the behavior of the customers who may be in default 

on a loan early.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prediction results, this study uses different 

ways to construct the precaution models. The main way in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cluster variable which can be used to split the customers’ data. This study 

uses the decision tree to find out the cluster variable which is gender and construct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model. Hence, we can compare the male model with the 

whole model and female model with the whole model. This study uses AR, RR, 

TNR, and PR to evaluate those model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if the customers are male, the whole model has better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an male model. Second, if the customers are female, the female model has 

better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an the whole model. Third, the integration model 

integrated from the female model and the whole model is the best model to identify 

the customers’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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