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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台灣有限的市場規模下，銀行業的經營環境已呈高度競爭態勢，各行

庫的存放款利差逐漸縮小，形成割喉式競爭，銀行為爭取更多客戶及謀

取更大利潤下，往往會降低徵、授信品質，擴張信用放款，原因之一為

金融機構信用過度擴張，隨著地雷股引爆，企業倒閉頻傳，金融機構的

逾放比迅速攀升，嚴重侵蝕獲利，為分散風險並提高獲利，屬高利差產

品之消費金融業務已成現階段國內銀行爭相發展的本文旨在評估消費者

房屋貸款授信評量模式違約之影響因素。授信係銀行收益之主要來源，

故其授信品質之良窳，攸關銀行之永續經營。近年來，由於國際經濟不

景氣， 台灣銀行業亦在消費性信用貸款過度擴張下，造成「雙卡風



暴」，逾放比率迅速攀升，嚴重侵蝕獲利，甚而危及金融市場秩序，導

致銀行緊縮無擔保貸款並增加房屋貸款之趨勢，因此做好授信風險控管

已成為刻不容緩的課題。然而在消費者房屋貸款業務增加之際，更必須

要正確及有效率地審核授信之准駁。期以迅速客觀偵測申請人之信用風

險高低，本研究以國內某家商業銀行逾期房屋貸款案件，從民國 88 年起

至民國 97 年止之樣本個人戶 185 件公司戶 189 件為研究範圍。在實證估

計上，並利用複迴歸模型，探討影響個人戶及公司戶房屋貸款授信違約

風險之主要特徵因子，萃取參考文獻及實務上經驗在個人戶挑選了比較

少探討之處，亦是本論文與別人不同之處，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方面收

入、年齡及工作年資對逾放比皆有顯著差異的影響，在公司方面流動比

率、總資產週轉率及公司資本額皆對公司逾放比有顯著的影響預期結果

相符。 關鍵詞：房屋貸款、逾放比、複迴歸。  

摘要

(英) 

In Taiwan under the limited market size, the banking environment has became 

high competition. The deposit interests between banks are eliminates and became a 

throat-cut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secure more customers and gain more profits, 

banks will lower credit quality, the expansion of credit.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credit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the expected 

mines detonated, most of business failures and non-performing load ratio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ose rapidly and it serious erosion their profit. In order to 

spread risks and increase margin, developing high profits consumer finance 

business has become the first priority of the domestic banks. The topic is to study 

factors which impact unreasonable mortgage credit evaluation. The quality of 

credit evaluation relate to the sustainable bank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economy 

recess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Bank in Taiwan are facing “double-card” 

violence under the over-expansion consumer credit. A rapid increase in non-

performing loan ratio, profit has been seriously eroded, and even threaten the 

orders of financial markets. It causes the bank to cut the unsecured loans and 

increase the tendency for housing loans. Therefore, doing a good job in credit risk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critical subject. However, under the increasing of house 

mortgage, banks have to be more correct and effective credit line to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fast and objective checking applicants’ credit risk, this study base on 

one of domestic commercial banks’ house mortgage from 1999 to 2008 and 

samples of 185 individual cases and 189 corporation cases for scope of the study . 

By empirical estimate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mpact of individual cases in house mortgage and company credit default 

risk. Not studying the factors from extrac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in the major 

difference from this paper. The study shows for the individual-income, age and 

length of working experienc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to non-performing load ratio; 

For the companies- current ratio, total asset turnover ratio and corporate capital the 

company ar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also has significant impact to results. Key 

words: house mortgag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multip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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