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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2008 年全球金融市場陸續發生嚴重衝擊，包括了 2008~2009 的美國本土金

融風暴及 2010 年的歐債風暴的影響，所以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危機中。

另中小企業本身受限於自身的籌資及管理能力，本身的奧援即不多，故是



否能安然度過全球危機尚賴台灣政府是否大力扶植中小企業，其中鼓勵銀

行對中小企業加強放款，則是企業存續的關鍵。惟銀行雖應配合政府政策

但也需對授信品質作嚴謹把關，以防止高逾放比率的產生，故銀行對中小

企業授信評估因素之探討遂成為銀行重要的課題。然而在國內本土或外商

銀行中近年來無論是高獲利或低逾放比皆以花旗銀行為翹楚，故本次研究

以花旗(台灣)銀行之中小企業授信政策進行個案分析，除了瞭解個案銀行

之授信模式外，同時透過取得 180 筆樣本資料，利用 Logistic 迴歸分析模

式，來瞭解個案銀行所採用的授信評估指標中找出影響授信品質的關鍵變

數。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個案銀行中小企業授信管理的核心歸納為三大精

神即科學化方式篩選客戶、高效率之審核流程、嚴謹之貸後管理監控以確

保損失控制在標準內；另外：1.行內繳款行為-最近 12 個月最高 2 次 30 天

內的違約記錄 2.是否為目標行業 3.主要供應商照會(最少 2 家) 無否定意見

4.最大買方所佔比重 5.公司投資非核心業務 6.營業收入與前期比較 7.負債

比率等七項顯著變數，對於中小企業授信評估違約風險因素有相當的解釋

能力，且 Logistic 迴歸模型對個案銀行中小企業授信評估因素與授信品質

關係的預測正確性達 95.6%，顯示個案銀行中小企業授信評估方式可作為

國內銀行未來在修正中小企業授信評估政策時之參考。  

摘要

(英)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in 2008,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during 2008 

to 2009 in USA and the debt crisis in Euro in 2010, the global economy is still not 

recovered yet. SMEs lack of financing and management ability nowadays, so 

Central Bank of Taiwan is the key of bank loan policy for them to survive under 

this crisis situation. Moreover, the bank should follow the government policy so that 

they can't make loans arbitrarily by themselves. They also have to check the loan 

quality to prevent high NPL ratio, so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on the 

assessment of bank credit for SMEs factors. In recent years, Citibank has the highest 

profit and the lowest NPL ratio among both local and foreign banks. In addition to 

introducing the credit policy of Citibank, I analyze the data of 180 sample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find out the key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loan quality 

from the credit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at Citibank adopted. In this thesis, the results 

of the SME credit management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parts: scientific method 

on client selection, high efficient audit process and strict post-credit management to 

ensure that the loss is under control and conform to the standard. Furthermore, there 

are 7 variables that also could explain the default risk factors for the credit valuation 

of SMEs. The variables are: 1. Company credit record – 2 maximal records within 

30 days in last 12 months, 2. Whether is the target market or not. 3. No adverse 

opinion report from major buyers reference (at least 2). 4. The proportion of the 

major buyer. 5. Investment in non-core business. 6. Net sales trend (vs. previous 

year). 7. Leverage ratio.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i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95.6%,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banks to prevent the 

defaults of overdu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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