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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題目：影響銀行企業授信違約風險因素之研究 以某商業銀行授信戶

為例 校(院)系所組別：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學程碩士

在職專班 研究生：趙淑芬 指導教授：許培基 博士 論文頁數：72 關 鍵 

詞：授信 5P 論文摘要內容： 金融海嘯後銀行投資與理財業務急速萎

縮，影響獲利甚鉅，業界莫不加強傳統授信業務以圖維持獲利。然而面

對層出不窮之假帳、淘空事件，加以原物料價格上漲與經營環境變動加

劇，使破產公司家數上升。故而，改善信用評等品質，以降低授信風

險，進而降低壞帳，便成為銀行業之重要議題。 本研究在授信 5P 之架

構下，探討某銀行現有中小企業授信資料與企業貸款違約之關係。研究



方法以因素分析法萃取出影響借戶是否違約之重要構面，包含:財務構

面、借戶沿革、借戶資歷與借戶展望。該結果經由鑑別分析顯示財務構

面為影響企業貸款違約最重要的構面，並進一步探討是否有其他領先指

標影響財務構面。 本研究有二項結果，第一、我們以較不易取得之中小

企業授信資料為研究主軸，結果顯示中小企業授信違約之因素；第二、

本研究發現非財務構面之領先指標對企業是否違約，在銀行現行制度與

營運模式下不易被量化，故銀行須強化授信政策，而從業人員授信時，

須更加謹慎以降低風險。期許往後之研究者可找到未被考量之信評因

子，並將其量化，以周延且客觀衡量授信風險。  

摘要

(英) 

ABSTRACT Title of Thesis: A Study on Risk Factors of Corporate Loan Default 

for Banking Industry –An Example of Corporate Loan Accounts of One 

Business Bank. University: Global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 Shu-Fen 

Chao Advisor: Dr. Pei-Gi Shu Total Pages: 72 Keywords: 5Ps of credit granting 

Abstract: As shrinkage of banking industry owing to economic downturn, banks 

reinforce their traditional loan business aiming to enhance profitability. However, 

increasing material cost and quick changing context environment suffocate 

banks’ survival. One of the possible wayouts is to improve credit quality to 

ameliorate the impact of loan risks. This study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dimensions 

of loan rating system (i.e. 5Ps of credit granting) with breakdown of each 

dimension into detailed item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a renowed bank in Taiwan 

mainly comprise of small busiesses. Factors being attracted from factor analysis 

include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 customer’s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 

and prospect. The result from discreminant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 turns out to be the most discerning variable to dictate 

financial distress. We further explore whether the other factors, assumed to be 

exante factors of financial manifests, are related to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wo folds. First, we utilize 

a dataset that is mainly comprised of small businesses. The invaluable dataset 

allow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factors might predict the default 

of small businesses. Second, we find some exante factor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indeed affect the performance measures, implying that 

banks seeking for enhancing credit policy should be alert on these measures on a 

routine basis. Indepth case study is adviced for further researches to extract 

factors that are not readily quantified in credit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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