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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銀行為了有效控制現金卡所產生的違約風險，投入許多人力及成本，希

望依據客戶的各項變數資訊，在貸放之前即預先對客戶加以判斷，來降

低未來逾期的發生。然而，此舉將使維護成本增加，甚至有預測變數過

多造成在解釋模型較為困難等的缺點。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尋找影響現金

卡逾期違約的主要變數，讓銀行能隨時調整徵審的條件，彌補因審核人

員主觀判斷所造成的漏缺，更能減少金融資源的損失；並發展適合預測

現金卡違約的模型，提供銀行客觀審核的參考，達成降低授信風險的目

標。本研究在第一階段時，分別以邏輯斯迴歸分析、類神經網路來建立

預測模型，進入第二階段時，本研究則先以決策樹分析篩選出重要的預



測變數，再分別投入邏輯斯迴歸分析、類神經網路建立預測模型，最後

再比較各模型對反應變數判斷為逾期戶的正確預測率。實證結果顯示使

用二階段整合方法時，預測變數由十九個減少為七個，仍可維持其預測

正確率的能力，甚至降低預測的時間及成本。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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