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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卡消費者風險評估模型之研究
The study of risk evaluation model on cash card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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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機構發行具高利差、高報酬與申貸迅速的現金卡迎合了小額救急的借款者；然而它也是

一個具高風險的個人消費性金融商品。因此在提高發卡量的同時，如何建立一套現金卡風險評估
之審核作業，以降低與預防逾期呆帳的損失，則是發卡銀行亟待解決之問題。我們以台灣某金融
機構的現金卡客戶之資料，採各類別各項目之逾期繳款所佔之百分比為其權重之方式評量，以真
實的反映樣本資料的分佈，利用Logistic迴歸模型作實證分析，得出其授信風險評估之Logistic迴歸
方程式，進而從每位現金卡申貸者之資料，以評估其逾期繳款事件發生之機率為何。我們投入了
十四個授信變數，在正常戶與逾期戶的樣本中，我們發現其中八個變數有顯著的差異，主要差異
來自於所給最高授信額度、職業類別、擁有現金卡張數、與教育程度四個變數。在本迴歸模型
中，我們發現最佳的機率切割值應選在左右，其所對應的預期正常戶與逾期戶之正確率分別為
72.6%與71.7%。
關 鍵 詞 ：現金卡、授信評量、Logistic迴歸、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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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ose people who need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right awa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sue
cash card with a high interest rate and high return by quickly processing the loan. However quickly
passing the loan also makes this financial merchandise of personal consumption risky. Henc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n how to develop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isk for cash card
applicants to lower or prevent the loss of bad debt whil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ash card holder. With
the data of cash card customer from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aiwan, we evaluate the credit with the
percentage of overdue payment in each item of each category as its weight to reflect the true data
distribution. Using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 we obta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risk evaluation, and then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overdue payment event
from the data of cash card applicant. We totally input fourteen variables in the populations of normal and
overdue payment customers, and find that only eight variables become significant, and mainly coming
from the four variables: the amount of money for loan, the category of occupation, the number of holding
cash card,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 thi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 find that the best cutoff value
should choose around 0.1 corresponding the expected accuracy of normal and overdue payment customers
with 72.6% and 71.7% separately.
Key Words: Cash card, Credit scoring, Logistic regression, Risk evalu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C52, G32

1. 前言

相繼推出現金卡。根據行政院金管會九十
四年十月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本國銀行

面臨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及大陸磁吸效

現金卡總放款餘額曾逾三千億元。由於它

應造成的產業外移，政府為提振國內投資

的申貸迅速迎合了小額救急的借款人，以

而降低利率以利於企業借貸。然而近十年

及高利差與高報酬所帶來的優點，在消費

來台灣的存放款利率直直落，已進入了低

金融項目中，現金卡已成為各家銀行相互

利率的時代。由於產業的出走、企業的空

競爭重要獲利來源的消費性金融商品。儘

洞化與利差大幅縮減，過去傳統的房屋貸

管如此，也由於它的申貸迅速，如何建立

款與企業金融，已不再是銀行主要獲利來

一良好授信模式，使核卡之初即能依申請

源，取而代之的是小額信用貸款、汽車貸

人資料，分析各因素之授信風險與還款逾

款、信用卡與現金卡等，具高利差與高報

期機率，以有效控管呆帳，避免卡債風暴

酬的個人消費性金融商品。當初由萬泰銀

之發生，已是各家銀行目前亟需考量之研

行率先發行未被看好的George&Mary現金

究課題。

卡，如今不過八年的時間，已有33家銀行

金融機構在對申貸者的信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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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方面通常是用所謂的信用評量表，

Kaplan and Urwitz (1979) 引進Probit模

其中包含著申貸者的各項資料，或稱

型應用於商業借貸信用評分上。Grablowsky

為授信變數。其評量方法首先是將各項授

and Talley (1981) 對區別分析與Probit分析之

信變數或採信用評等級制 、信用評分制 、

比較、Updegrave (1987) 利用Logistic迴歸模

混合信用評等評分 3 各種不同方式，或將授

型應用在信用卡及短期借貸授信風險上，

信變數模糊化 ，或經由專家經驗取得各項

而Steenackers and Goovaerts (1989) 則採逐步

權重方式評量，再利用經驗法則或由文獻

的Logistic 迴歸模型應用在個人貸款之信用

上所提供的各種研究方法如區別分析、多

評等的研究上。此外，電腦技術的日益進

元迴歸分析、Probit模型、Logistic 迴歸模

步，使得大量的資料處理與電腦運算風險

型、類神經網路模型等，輸入適當的申貸

評估的模型也逐漸發展成形。Davis,

者的各項評量參數，以求得辨識該申貸者

Edelman and Gammerman (1992) 利用類神經

之信用風險大小。

網路與決策樹應用在信用卡信用評分上。

1

2

4

在國外文獻上，我們按照研究方法的

Peramuthu (1999) 利用類神經網路與模糊理

演進加以敘述，Durand (1941) 開啟了銀行

論應用在信用卡、小額貸款授信研究上。

授信風險評估的研究。他引進了區別分析

Lee and Jung (1999) 發現在都會型客戶之信

的方法，應用在信用卡授信風險上。Orgler

用卡授信上，Logistic迴歸的預測勝於類神

(1970) 利用多元迴歸分析的方法探討金融機

經網路者，然而對於鄉村型客戶之信用卡

構對企業放款授信的研究。由於在授信風

授信上，情況卻是相反。他們認為類神經

險評估的依變數通常是二分類 (dichotomous)

網路授信模型或許較能處理非線性的問

或多分類 (polytomous) 的變數，然而區別分

題，但模型建構過程相較Logistic迴歸複雜

析中的解釋變數常須是多元常態，並且兩

許多。另一方面，除了傳統的信用評量，

獨立樣本具有相等的共變異數矩陣的假

其目標在區別好與壞申貸者外，對顧客逾

設；而線性迴歸分析中，依變數常須是連

期時間的發生也漸成為一個有興趣的研究

續的變數，否則將導致殘差之變異數為非

課題，它可提供金融機構做顧客的收益評

齊質變異數與依變數之估計機率值可能落

量 (Baesens et al 2005)。儘管如此，歐美各

在 (0,1) 之外；為此發展出了Probit模型與

國目前並無發行現金卡的業務，在國外文

Logistic迴歸模型。

獻中難以找到現金卡授信相關之文獻。

1,2

指將客戶資料中各類別各項目賦予適當的等級或分數，如在教育類別中分高中及以下、專科、大學、研究所及以
上，分別給予0、1、2、3等級，或5、7、9、12分數。

3

先用評分制，加總顧客各類別各項目的信用分數，並將其分項目評等級而納入評等制中。

4

先將信用評分表上的分數正規化，使得各項目之分數介於0與1之間，再將各項目的分數模糊化，如以該項目正規化
之分數為平均數，標準差為0.1之高斯型模糊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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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內文獻，簡安泰 (1977) 為國內

其預測正確率為何？

首位將區別分析應用在消費者信用評分制

林旭青 (2003) 將大台北地區某金融機

度上的研究。其後，在國內信用風險評估

構各分行現金卡客戶資料中抽取930個有效

研究方面，不下百篇，其主題多為消費性

樣本，其中628個為正常案件，302個為逾

小額信用貸款 (王信勝，2001； 江世傑，

期案件。應用Logistic迴歸模型求得各顯著

2001； 何貴清，2002; 林見州，2001)、信

變數所對應的迴歸係數β估計值。原有十

用卡 (李美笑，2002; 施孟隆、游清芳、李

個表列變數 (含一總分評級變數) 與兩個表

佳 珍 ， 1999 ； 曾 俊 堯 ， 1991; 張 仁 哲 ，

外變數 (擁有現金卡數與有無他行庫查詢)，

1982)、房屋貸款 (李海麟， 2003 ；李桐

該文雖對各授信變數評等級，但以每一等

豪、呂美慧， 2000) 、或企業貸款 (黃小

級皆對應一個β估計值來看，可知其對授

玉，1989；鄭瑞楠，1998) 之授信研究。由

信變數各選項視為獨立變數來處理，以0.5

於國內現金卡的發行至今不過只有八年，

的機率切割值計算，發現逾期戶的預測正

對於現金卡授信相關之研究，直至近兩年

確率為 66.9% ，正常戶的預測正確率為

內才開始增多 (李彥仕， 2006 ；詹育晟，

88.7%。

2005；席俊昌，2005；詹惠如，2004；陳

陳錦泉（2004）將國內某金融機構南

錦泉， 2004 ；林旭青， 2003 ；戴嘉甫，

部區域中心現金卡客戶資料中抽取958個訓

2003)。

練樣本，其有11個授信變數採評等或虛擬

戴嘉甫 (2003) 將某銀行分行現金卡客

變數方式評量，利用卡方檢定與Logistic 迴

戶資料中抽取217個有效樣本，其中113個

歸模型及Probit 模型，得出相對應迴歸方程

為正常戶，104個為違約戶。原始客戶資料

式。實證結果發現兩者的顯著變數皆為進

有16項目採評等級方式，唯其將行業別與

件來源(臨櫃辦理與否)、性別、學歷與居住

職業各個選項視為獨立變數以及居住類別

種類四項，其中或為臨櫃辦理、男性、低

與核貸方式採虛擬變數處理，以致輸入授

學歷或自有住宅者發生呆帳的機率較低。

信變數多達33個。其應用Logistic迴歸模型

其又取196個測試樣本(170個正常戶，26個

得出相對應迴歸式，實證結果指出共有8個

違約戶)，以0.15的機率切割值作計算發現

顯著變數：性別、婚姻狀況、居住類別、

兩模型預測正確率幾乎一樣，而在Logistic

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數、持有信用卡張數、

迴歸模型中，逾期戶的預測正確率為

職業為監督佐理者與服務工作者及行業為

65.38%，正常戶的預測正確率為70.59%。

製造者，其中或為女性、已婚、自有房

根據以上相關文獻之探討，我們認為

屋、或查詢數少、信用卡數多、職業為監

除非客戶各授信變數均以虛擬變數視之，

督佐理、服務工作，或行業為非製造業者

否則不管是採評等級或評分方式評量，都

發生呆帳的機率較低；然而該文並未說明

牽涉到主觀上經驗法則的判定，也即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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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授信之經驗，列出拒絕授信對象的特

點，探討了主要與次要之顯著變數。文中

徵與類別，作為往後授信過程中之主觀上

第二節，我們將描述所使用的Logistic 迴歸

之判定，這對順序尺度的變數來說是要非

模型。第三節為實證分析。第四節是結論

常謹慎的。以學歷來說，按照學歷高低的

與建議。

順序，由小至大或由大至小評分或評等級
是欠妥當的。因為最有可能逾期繳款的一

2. 研究方法

群可能是學歷不高不低者，因而由此所求
出來相對應的值在解釋上是欠妥當的。當
然有些信用評分表在年齡依經驗法則在評
量上做了調整，如35-54歲列為第一級或最
高評分，將 30-34與 55-59第二級或次高評
分。然而這種半定量的調整，並不能給所
得到之β值給予最好的解釋。另一方面，
若將所有授信變數均以虛擬變數視之，那
麼將造成一些資訊之流失。如在學歷上，
顯著變數若只剩大學以上，那麼其他不同
學歷層級的組別將無從比較。
因此，一般文獻上按原順序尺度或靠
經驗調整原順序後再予以主觀上的評分或

2.1 L ogistic迴歸模型之建立
本文所探討的是如何從現金卡客戶資
料中，推估其繳款逾期之機率。假設我們
有 n 筆客戶資料，而每一筆客戶資料中有 m
個授信變數Xi (i=1,2,...,m)；為方便敘述，我
們定義授信變數向量 X=[1,X1,X2,...,Xm]，把
第 k 筆客戶的授信變數值寫成為一個向量的
形式： X(k)=[1,x1k,x2k,...,xmk]'。我們的依變數
只有兩個邏輯值： Y=0(表示正常繳款戶)與

Y=1(表示逾期繳款戶)。首先我們建立迴歸
模型如下，在給定的授信變數值下，依變
數之期望值為

評等級，並無一個定量的標準來衡量，且
授信變數間之比較也無多大意義，是其缺
(1)

點。為此，我們改進了對授信變數評量方
式，以保有精確的經驗法則。本文將用各
類別各項目之逾期繳款所佔的百分比，為

其中定義參數向量為 β=[β0,β1,...,βm]'。

其權重的方式來評量，真實地反應了樣本

由於依變數為一個二分類的變數，這與一

資料的分佈，且這種定量而無因次

般之線性迴歸(如式(1))中，依變數必須是連

(dimensionless) 的評量，授信變數間之比較

續的有所不同，所以我們採用的是Logistic

也就顯得有意義，更能提升對迴歸係數解

迴歸模型：

釋的能力。另外，有別於一般文獻，我們
進一步用概似比的變化量，與視誤判正常
繳款戶將失去好的客戶，而誤判逾期繳款
戶將產生呆帳的風險為同等重要的兩個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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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為逾期繳款事件發生之機率，可

數，則其所對應的概似函數為

用Logistic累積分配函數表示：

(3)

而 Z 為一過渡的隨機變數，定義為

(4)

利用最大概似法則，將概似函數取對

由此可知，其勝算比為

數
(5)

(7)

並且過渡的隨機變數值 z 越大，其逾期

再令

繳款事件發生之機率 P(z) 也越大。換句話
說，對於單一的順序尺度之授信變數而

(8)

言，我們不應以其原順序評分、評等級，
而應以實際發生逾期繳款事件之比例置權
重以重排順序。

利用數值分析的方法求出估計
值

2.2 L ogistic迴歸模型之估計與檢定

。接著我們用Wald test檢定

每一母體參數的估計值之顯著性，定義卡

在 n 個樣本中，每一個客戶之依變數值

方統計量：

皆為一個Bernoulli實驗，故隨機變數 Yk 服從
Bernoulli 機率分配函數：

(9)
(6)
其中

為參數估計值，

為

之標

準差。在顯著水準為 α 下，若
其中 Pk 為第 k 個客戶發生繳款逾期事件
之機率。由於每一個均 Y k 為獨立的隨機變

，則拒絕虛無假說

。對於模型之

配適度，我們以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eview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逾期者所佔之比例。這裡所謂的逾期是指

Ratio Test)，定義統計量：

持卡人逾期繳款達三個月以上，且經移送
(10)

催收中心確認者。本資料來源分散自該銀
行之各地分行，本研究將其分為五個區
域，如表1，其中以北基宜地區分行者為最

式中

表只有截距項

最大概似函數值，而

存在時之

表所有參數

多，佔了一半以上。

皆

至於樣本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

存在時之最大概似函數值。在顯著水準為 α

教育程度及住房類別等個人基本資料之統

下，若

計，如表 2 。性別以男性較多，約佔五成

，則拒絕虛無假說

。

六；婚姻關係則已婚及單身者各半；年齡
以26至45歲者為多數，佔了近七成；教育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者即佔六成以上；住
房類別為親屬所有者佔了一半，本人或配

3.1 樣本結構

偶所有者亦有三成以上。

本文實證研究資料來源，以台灣某金

若依樣本的就業狀況（職業類別、工

融機構2002年10月至2004年9月的兩年期間

作年資、公司類別、雇用類別）之統計，

現金卡用戶資料作為抽樣之母體。為使抽

如表3。職業類別共分為七種組別，其中以

樣分佈能有效代表母體，我們由各分行隨

批發零售業及餐飲運輸服務業者為最多，

機分層抽樣3177件樣本，其中的2118件(佔

各佔了兩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認為

2/3)為訓練樣本，用以建立信評模型，而另

收入穩定的軍公教醫人員亦佔近兩成，反

外的1059件(佔1/3)為測試樣本，以檢驗模

倒是無收入之學生與家管所佔比例不到一

型之預測能力。以下將針對訓練樣本進行

成，其他則包含待業者及無法歸入以上各

討論，在訓練樣本中，繳款情況正常者有

類者，亦佔了17.37%。工作年資以3至5年

1934件，佔所有樣本數91.31%；逾期者184

者為最多，佔了三成，2年及以下和6-10年

件，佔8.69%，此比例是非常接近母體中之

者亦各佔了四分之一強。公司類別則分為

表1 現金卡客戶各區域樣本分佈

69

70

金融風險管理｜季刊｜ 96 年 3 月 第三卷第一期

表2 現金卡客戶個人基本資料之樣本分佈

表3 現金卡客戶就業狀況之樣本分佈

五種組別，一般企業及獨資小公司共佔了

為最多，佔44.62%，15萬及以下和16-30萬

五成，知名的上櫃上市公司與公教機關各

者亦各佔了二成多；收入類別則固定收入

佔了近一成；雇用類別則以正式職員佔了

者即佔了七成。

七成九為最多。

若以樣本之用卡狀況（最高授信額

若以樣本之收入狀況（年收入、收入

度、現金卡數等）統計，如表5，其中最高

類別）統計，如表4，年收入以31-60萬者

授信額度以30-59萬者為最多，佔四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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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現金卡客戶收入狀況之樣本分佈

表5 現金卡客戶用卡狀況樣本分佈

60萬者也有近三成之樣本數；而持用現金

11.28%，研究所及以上者逾期比例最低，此

卡數則以一或兩張者為多數，共佔了近七

結果與其他研究之結果類似（陳錦泉，

成。

2004；戴嘉甫，2003；林旭青，2003）；
至於住房類別則以租屋者逾期比例最高，佔

3.2 交叉分析
表6顯示了各樣本之繳款情況與個人基
本資料授信變數之交叉分析，其中男性現金

了 12% ，此與一般無不動產，經濟基礎薄
弱，難掌控財務之現金卡客戶較易導致逾期
繳款之推測不謀而合。

卡用戶較女性用戶逾期比例高約二倍；婚姻

表7則顯示了各樣本之繳款情況與個人

關係已婚及單身者其逾期比例相差不多。在

就業與收入狀況授信變數之交叉分析，在

年齡上，以小於等於25歲及大於55歲者為

職業類別中，以其他選項者逾期比例為最

較高，約佔11%，而26至55歲者其逾期比例

高，高達20.11%，其他選項包含有農林漁

則在7-9%。若以教育程度來分析，結果顯

牧、流動攤販、待業中者及其他無法分類

示逾期比例隨著學歷越高，逾期比例越低，

者；其次為從事土木水電者，逾期比例為

高中職及以下者逾期比例最高，佔

8.43%，而電子資訊與學生家管者逾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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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現金卡客戶繳款情況與個人基本資料授信變數之交叉分析

較低。至於公司類別除了其他偏高外，一

雇用類別無職業者之原因相似。在年收入

般企業、上市上櫃公司、公教機關或獨資

方面，年薪超過一百萬者逾期比例相對較

小公司，其逾期比例均在百分之六到八之

低外， 61-100 萬者逾期比例卻偏高為

間，並無明顯差別。在雇用類別方面，反

12.82%，其他各組別均在百分之八到九之

而以正式職員逾期比例為高，而無職業者

間；若以工作年資來分析，超過10年者逾

反為最低，此乃無職業者多數為家管或學

期比例最低，小於10年者均在9-10%之間，

生，而少部分為申貸中途失業而變更為無

顯示工作年資超過10年者，其繳款情況亦

職業者所致，故其逾期百分比與職業類別

較正常。

中之學生家管逾期百分比相近。收入類別

表8顯示了各樣本之繳款情況與個人申

亦是固定收入及獎金制者為高，都在百分

請分行區域與用卡狀況授信變數之交叉分

之九左右，無收入者亦反較低，此與之前

析。以分行別分佈之地區來看，高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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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現金卡客戶繳款情況與個人就業與收入狀況授信變數之交叉分析

73

74

ܛᏉࢲᐍგநĖ؞ΏĖ 96 ѐ 3 ͡ ௐˬסௐ˘ഇ

ܑ8 னܛΙ͗މᘳഠଐڶᄃ࣎ˠϦኛડાҾᄃϡΙڶېܫតᇴ̝Ϲ˽̶ژ

۰̝࿈ഇּͧྵĂҫ˞10.68%Ă҃

߇ᄃጾѣྵ͌ૺனܛΙ۰̝࿈ഇѺ̶ͧд

гડϺ྿Ѻ̶̝˛Ҍ˝̝มĄͽܫ

ॡม۞ᚮు˯ߏӔ̝˯اֽޢၗ๕ĂЯ҃

ᗝ࠻ֽޘĂ̂ٺ80༱۰ѣ280ІĂ˘І࿈

ጾѣΙᇴྵк۰Ă࿈ഇ፟தࠎĄ

ഇćЧҾ̝࿈ഇּͧӮдѺ̶̝˛
Ҍ˩˘̝มĄΩγĂдனܛΙᇴ͞ࢬĂΙ

3.3 ૱ၗ̈́मளّᑭؠ

ᇴࠎ1ૺ۰̝࿈ഇּͧҲĂ҃4ૺ̈́ͽ˯

ϒт݈֏ొ̶ٙĂࠎ˞ֹЧҋតᇴ

۰̝࿈ഇּͧĂ྿12.35%Ąԧࣇ˵

࠹ᑕ̝ਫ਼ᕩܼᇴ βi ѣྵϒቁ۞ྋᛖĂԧࣇ̙

ଂቚᇹώ̚൴னĂጾѣ3ૺனܛΙ۰̝࿈

ҋតᇴ̝ЧҾଳෞඈ৺ٕෞ̶۞͞

ഇᘳഠͧதٺ̈ߏݒጾѣ2ૺனܛΙ۰Ąѩ

ёĂ҃ߏͽЧҋតᇴЧᇹώ̝࿈ഇѺ̶

ᄃۡᛇ˯ጾѣΙᇴкĂ࿈ഇ፟த˵

ͧ(֍ܑ6-ܑ8)ࠎᝋࢦ۞̶ёෞณĄன

۞ຐߏڱѣٙˢ۞Ąᙯͼ͕நᆸ

ϒ૱ᘳഠ͗(s=0)ᄃ࿈ഇᘳഠ͗(s=1)ෛࠎ

ࢬăଳᇹॡม۞ܜൺĂٕЯ৵Ąԧࣇ

ϲᇹώĂӀϡKolmogorov-Smirnovᑭؠ

ᄮࠎጾѣྵкૺனܛΙ۰Ăགྷᑻٕநੑ

ࢍณĂֽᑭؠЧܫតᇴ၆ѩϲ

ਕ˧ྵऴĂҭࡦᐺๅ͕நᑅ˧ྵ̂Ă

ᇹώ̝ߏӎӔ૱ၗ̶੨Ăͽՙؠϡѣϓ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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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Чܫតᇴ၆ϒ૱ᄃ࿈ഇᘳഠᇹώ̝૱ၗّᑭؠ

ٕϓᇴࢍ͞ڱซҖमளّ̝ᑭؠĄ

ͪ α Ăѩܫតᇴ Xi ࠎܧ૱ၗϓវćͅ

д2118࣎͗މ٩ᇹྤफ़̚Ăϒ૱ᘳഠ̝͗

̝ࠎ૱ၗϓវĄܑ9ពϯ˞Чܫតᇴ࠰Ӕ

ᇹώᇴ n 0 = 1934 Ă҃࿈ഇᘳഠ̝͗ᇹώᇴ

ܧ૱ၗ̶੨ĂЯѩԧࣇଳΙ͞ᆅ˘ّ̝ᑭ

n1=184ĄдՏ˘ᇹώ̚ĂՏ࣎ܫតᇴࣃ

ؠĂͽᑭؠЧܫតᇴдϒ૱ᄃ࿈ഇᘳഠ

Ϥ̈ѣԔ

˯ߏӎѣពमளĄϤٺдᖎಏ۞˟̮Ϲ

ĂАზՏ࣎ܫតᇴ̝ᇹώπ

˽̶̚ژĂពमள۞តᇴĂдк̮ሀ

Ӯᇴᄃᇾमүࠎᄲٙ̚ࢋᑭ̝ؠ

ݭॡĂϏυϺтѩĄ Bendel  Afifi

ϓវπӮᇴ

(1977)Ăͽ̈́MickeyGreenland (1989)Ă࠰

(Ч࿈ഇѺ̶ͧ)
ࢦଵࠎ

ᄃᇾम

ĄତĂࢍზ

೩ֹ̈́ϡྵ఼۞ α ࣃ(т α=0.05)૱ጱࢦ

KSᑭؠࢍณĈ

ࢋតᇴ̝႒ĄЯѩĂԧࣇᏴ֖˞פૉ̂
(11)

۞ពͪ α =0.05 Ăтܑ10ٙྶĂ֭ពϯ
ඕڍĄ
ԧࣇ൴னੵ˞ѐ᛬γĂડાҾϺࠎܧ

̚
ٺ̂ᓜࠧࣃ

ࠎ᎕̝૱ၗ̶੨בᇴĄࡶ

ពតᇴĂᄲ͗މ˞ځᘳഠϒ૱ᄃӎ̝

Ă˵ӈPࣃ̈ٺព

ҖࠎߏᄃٙᏜ۞ݑΔгቡम֭ځ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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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Чܫតᇴ၆ϒ૱ᄃ࿈ഇᘳഠᇹώ̝मளّᑭؠ

मளĄዶ˩˟࣎ܫតᇴ၆̝͗މᘳ

̂ໄҬڱĂЧܫតᇴ࠹၆ᑕ۞Ч

ഠϒ૱ᄃӎĂӮѣព۞ᇆᜩĄ

ਫ਼ᕩҤࢍࣃĂ֭၆Տ˘࣎ણᇴ βi Ăͽ α=0.05
۞ពͪĂઇWald ᑭ̈́ؠ၆ፋ࣎ሀݭٙ

3.4 Logisticਫ਼ᕩሀژ̶ݭ

ѣણᇴซҖໄҬͧ۞੨ዋޘᑭؠćତĂ

Ϥ˯मளّ۞ᑭؠĂᑭീّҾă

SPSSົҋજ߄Ᏼ̙ព۞ܫតᇴĂА

ބăᖚຽᙷҾăିֈޘă̳ΦᙷҾă

дLogisticਫ਼ᕩ͞ё̚ொੵĂࢦᖬ˯

ัϡᙷҾăќˢᙷҾăҝٗᙷҾăѐќ

࿅Ăͽֹ̂ໄҬבᇴໂ̂ࣃՀ̂Ą

ˢă̍үѐྤăܫᗝ̈́ޘனܛΙᇴ

тѩుՎᎡᏴӁੵܫតᇴĂֹܲޢ

ඈ˩˟࣎ܫតᇴĂ၆ᘳഠϒ૱ᄃӎߏѣ

ѣ۞ܫតᇴ၆ᘳഠϒ૱ᄃӎ࠰ពᇆ

ពᇆᜩ۞ćֱ҃តᇴ၆ᘳഠ۞ᇆᜩ

ᜩĂ҃၆ሀݭ੨ዋޘϺЪٺໄҬͧ۞ᑭ

տౣтңĂѣᏥͽ˭۞Logisticਫ਼ᕩሀݭ

ؠĂ֭ͷѣ̂۞ໄҬבᇴໂ̂ࣃĄԧࣇ

ઇؠณ۞̶ژĄԧࣇӀϡSPSSࢍహវĂ

۞ޢඕڍЕܑٺ11Ą

ଳਗ਼ШుՎ۞Logisticਫ਼ᕩሀݭĂ˩˟
࣎ѣពᇆᜩ۞ܫតᇴౌԸˢĂӀϡ

Ϥܑ11ΞۢĂ࿈ഇᘳഠְІ൴Ϡ̝፟
தΞᆷ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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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ogisticਫ਼ᕩሀ̝ݭણᇴҤࢍࣃ

̈́
̚

(12)

дܑ12̚ĂԧࣇӀϡٙ۞זLogistic
ਫ਼ᕩ͞Ăͽ̙Т۞፟தࣃүࠎᘳഠϒ૱
ᄃӎ̶ᙷ̷̝౷ࣃॡĂԧࣇΞͧྵ၁ᅫᄃ

ٙͽ࿈ഇᘳഠְІ൴Ϡ̝፟தᐌZࣃ

ഇᘳഠଐᙷ̶̝ڶĄᄱҿϒ૱ᘳഠ͗

̝ᆧΐ҃ᆧΐĄϤٺԧࣇ۞Տ˘࣎ܫត

εΝр۞͗މĂ҃ᄱҿ࿈ഇᘳഠ͗யϠ

ᇴࣃߏͽЧតᇴЧᇹώ̝࿈ഇѺ̶ͧ(֍

ӑ۞ࢲᐍĄࡶෛ۰Тඈࢦࢋࠎҿֶؠ

ܑ6-ܑ8)ࠎᝋࢦ۞̶ёෞณĂޝពгĂ

ፂĂϤܑ12ΞۢĂྵр۞፟த̷౷ࣃᑕ

ٙѣ۞ણᇴҤࢍࣃ

࠰ࠎϒཱིĄᓝּֽ

Ᏼд0.1νΠĄΩ˘͞ࢬĂࠎ˞ᑭរώሀݭ

ᄲĂߙனܛΙѣˠྤफ़ࠎĈշّă 30

۞ീਕ˧Ăԧࣇो౯ϡ۞̝ീྏᇹώซ

໐ă̚லຽĂд˘ਠЋຽࠎϒёᖚࣶଂ

ҖീྏĄд1059Іྤ͗މफ़ᇹώ̚Ăᘳ

ְڇચຽ۞̍ү႕3ѐăѐќˢࠎ42༱̮ă

ഠϒ૱۰ѣ970ІĂҫٙѣᇹώᇴ91.59%Ă

҃ѣ30༱̮۞ܫᗝޘăጾѣ˘ૺன

࿈ഇ۰ѣ89ІĂҫ8.40%Ąѩᇹώ̝࿈ഇͧ

ܛΙᇴĄ

ּᄃࣧᇹώ̝࿈ഇּͧ8.69%ໂࠎତܕĂព
ϯѩᇹώ̝ᐌّ፟Ąд 0.1 ۞፟த̷౷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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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னܛΙ၁ᅫᄃീᘳഠଐᙷ̶̝ڶ

ܑ13 னܛΙࢲᐍෞҤሀ̚ݭЧតᇴ̝ࢦ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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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ᇹώٙ၆ᑕ̝ഇϒ૱͗ᄃ࿈

̚னѨᇴк۞݈αЩពតᇴֶѨࠎ

ഇ̝͗ϒቁ̶Ҿࠎ70.52%ă70.79%ĂரҲ

ّҾăିֈޘăᖚຽᙷҾᄃҝᙷޏҾĂ

ٺᄃࣧᇹώ̝72.6%ᄃ71.7%Ăពϯѩሀݭ

҃ᄃԧࣇ۞α࣎ࢋពតᇴ̙Ⴝ࠹ТĄ

дዋ༊۞٩ᇹ˭ĂҤ̝ቁّߏ࠹༊

ጐგЧሀޙݭϲ̝ૄᖂ̙Т҃ྵͧڱĂ

Ξያ۞Ą

ԧࣇΞଂۢ̚னܛΙܫຽચ̚ᜪ̝މ

ޢԧࣇซ˘Վ̶ژਫ਼ᕩ̚͞Ч

ّҾăିֈᄃᖚຽˬีૄώྤफ़̪ߏࢦࢋ

ܫតᇴ̝ࢦࢋّĄܑ13ពϯ˞ਫ਼ᕩ̚͞

۞ྤܫफ़Ă҃ܫᗝޘᄃጾѣனܛ

Чតᇴ࣎Ҿ۞జӁੵޢĂໄҬבᇴໂࣃ

Ιᇴߏώ͛ٙૻአ۞ពܫតᇴĄ

̝ត̼ᄃ࠹ᑕ۞̶ᙷϒቁதĄтڍజӁੵ
۞តᇴࢦࢋĂડҾਕ˧Ă֤ᆃ

4. ඕኢᄃޙᛉ

д

ჯ̙ត˭ĂӁੵޢ

۞

តՀ̂Ă҃मĂϺӈ

ᐌॡ۞ซՎăۤົ۞តዏĂᅙҖ

ໄҬͧ LR Ă˵ಶតՀ̈(ࣧሀ۞ݭໄҬͧ

ٸܫഠຽચĂ̏ଂࢦፉܲޏٗ۞ݡă

LR=204.178)ĄࡶͽЧតᇴдώሀ̝̚ݭព

Ћຽඈܫүຽ̴۞ܜᗝഠĂᕖ̈́ז

ّĂֽҿّࢋࢦؠĂ֤ᆃЧܫតᇴ

˘ਠፉܲݡăᑕާ۞࣎ˠঐّ̈ᗝ

۞ࢦࢋֶّѨࠎܫᗝޘăᖚຽᙷ

ഠĄ͍ͽனܛΙ۞൴ҖĂҌ̫̙࿅ˣѐ۞

ҾăିֈޘăጾѣனܛΙᇴăѐќˢă

ॡมĂ̏ѣ33छᅙҖᚮ࠹ଯĂᓁٸഠዶ

ّҾă̍үѐྤăัϡᙷҾć҃ѩࢦࢋ

ᗝഅ྿ˬ˼ᆆ̮ĂՀЪ˞ᙷࣄݭഠ۰

ّ۞ଵԔ֭՟ѣពϯдϒ૱͗ᄃ࿈ഇ̝͗

۞ᅮՐĄ၆ٸഠ۞ܛᏉ፟ၹ҃֏Ăጐგι

ϒቁத۞ҿҾ˯Ăѩ˜Ϥٺώሀܧࠎݭቢ

ߏӀमăಡ࿌த۞ćԣి۞ܫෞ

ّਫ਼ᕩሀݭĄϤܑ13ΞۢĂࡶܫ

ᆶĂ˵ֹιߏ˘࣎ࢲᐍ۞ঐّܛ

ᗝޘតᇴੵΝĂ၆ٺ࿈ഇ͗ϒቁத۞ҿҾ

ᏉથݡĄЯѩтңޙϲ˘࣎ԣి҃։р۞

಼̂ࢫҲ5.5࣎Ѻ̶ͧćّ҃Ҿតᇴੵ

ࢲܫᐍෞҤሀݭᄃᆶ८үຽĂͽࢫҲ۞

ΝĂ၆ٺ࿈ഇ͗ϒቁத۞ҿҾݒᆧΐ1.1࣎

࿈ഇٸഠͧதĂ၁ࠎЧܛᏉ፟ၹٙࡁޞܨ

Ѻ̶ͧĄࡶϒ૱͗ᄃ࿈ഇ͗ϒቁதТඈࢦ

տ۞ኝᗟĄ

ࢋ҃ͽზఙٕೀңπӮᇴֽҿؠតᇴ̝ࢦ

ώ͛ͽέ៉ߙܛᏉ፟ၹ۞னܛΙ͗މ

ࢋّĂ֤ᆃЧܫតᇴ۞ࢦࢋֶّѨࠎ

̝ྤफ़Ă̙Т˘ٺਠ͛ᚥ˯۞ෞ̶ٕෞඈ

ܫᗝޘăᖚຽᙷҾăጾѣனܛΙᇴă

৺۞ෞณ͞ёĂଳϡЧᙷҾЧีϫ̝࿈ഇ

ିֈޘăّҾăัϡᙷҾăѐќˢă̍

ᘳഠٙҫ̝Ѻ̶ͧࠎᝋࢦĂֽซҖෞ

үѐྤĄ

ณĂӀϡLogisticਫ਼ᕩሀݭү၁ᙋ̶ژĂ

Ղ(ޜ2006)д͛̚˘ĂЕ˞઼̰

ࢲܫᐍෞҤ̝Logisticਫ਼ᕩ͞ёĂ

னܛΙࡁܫտ۰۞ពតᇴࢍܑĂ

ซ҃ଂՏҜனܛΙϦ۰̝ྤफ़Ăෞ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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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ഇᘳഠְІ൴Ϡ̝፟தࠎңĄдϒ૱͗

дώ͛̚ĂԧࣇдડાҾ˯ϤݑҌΔ

ᄃ࿈ഇ͗ᇹώ̚ĂԧࣇԸˢ˞ّҾă

ડ̶ࠎ̣̂ડાĂ၁ᙋពϯ͗މᘳഠϒ૱

ѐ᛬ăڶېބăିֈ̈́ޘҝٗᙷҾඈ

ᄃӎ̝ҖࠎߏᄃٙᏜ۞ݑΔгቡम֭

̣ี࣎ˠૄώྤफ़ăᖚຽᙷҾă̳Φᙷ

ځព۞मளĂՏ˘ડાӮΒӣ˞ౌົᄃ

ҾăัϡᙷҾăќˢᙷҾăѐќˢ̈́̍ү

ฏՅξᗉĂ҃ڱᝥҾमளّĂ߇ѣυ

ѐྤඈ̱ี࣎ˠಶຽᄃќˢྤڶېफ़Ăͽ

ࢋซ˘ՎϡᑢតᇴٕрЧᎩξ࠰Е

̈́ડાҾăܫᗝޘᄃጾѣனܛΙᇴ

ࠎડાᙷҾ̚۞˘࣎ีϫ۞͞ёĂෞᕝЧ

ඈˬี࣎ˠϦኛҖ͗ᄃϡΙྤڶېफ़Ă˘

Ꭹξ̝मளĂͽଣտౌົᄃฏՅٕЧᎩξ

В˩α࣎ܫតᇴĄϤ૱ၗᑭۢؠ

มܫຽચ۞ਕ˧˯ߏӎѣमளĄд၁ᙋ

ᇹώ၆дЧܫតᇴ˭Ӯࠎܧ૱ၗ۞Ăٙ

̝Ϲ˽̶̚ژĂԧࣇ၆ጾѣ3ૺனܛΙ۰̝

ͽԧࣇϡϓᇴ۞Ι͞ᑭؠĂ൴ன่ѣѐ

࿈ഇᘳഠͧதٺ̈ߏݒጾѣ2ૺனܛΙ۰೩

᛬ᄃડાҾ࣎តᇴĂ၆ϒ૱͗ᄃ࿈ഇ͗

˞ྋᛖĂᄮࠎགྷᑻٕநੑਕ˧Ăᄃࡦ

҃֏֭ځពमளĄ

ᐺๅ͕நᑅ˧Я৵дॡม̝ᚮు˭Ăጾ

ତĂԧࣇ౺ዶ˩˟࣎តᇴԸˢਗ਼

ѣΙᇴྵк۰Ă࿈ഇѺ̶ͧӔ˯اֽޢ

ШుՎLogisticਫ਼ᕩሀݭĂซ҃൴னېބ

̝๕Ăᄃ˘ਠۡᛇ˯ᄮࠎጾѣΙᇴкĂ

ڶă̳ΦᙷҾăќˢᙷҾᄃҝᙷޏҾϺܧព

࿈ഇ፟த˵۞ຐڱ೩Ъந۞ྋ

តᇴĄࠎ˞̙Яᄱҿϒ૱ᘳഠ͗҃εΝр

ᛖĄЯѩĂԧࣇޙᛉྍܛᏉ፟ၹአߤϫ݈

۞͗މĂᄃ̙ᄱҿ࿈ഇᘳഠ͗҃யϠӑ۞

ጾѣ2ૺᄃ3ૺனܛΙᇴ̝࿈ഇᘳഠͧதߏ

ࢲᐍĂԧࣇྵזр۞፟த̷౷ࣃᑕᏴд

ӎᔌٕܕϒтԧࣇٙഇĄன෪ߏӎ

0.1νΠĂٙ၆ᑕഇϒ૱͗ᄃ࿈ഇ͗۞

࿆хдٺЧܛᏉ፟ၹĂߏࣃԧࣇઇޢ

ᇹώ̰̝ϒቁத̶Ҿࠎ72.6%ᄃ71.7%ĄϤ

ᜈ៍၅ᄃࡁտĄΩ˘͞ࢬĂ઼̰߆۞ڼજ

ᇹώγྤफ़ീྏĂԧࣇ൴னٙ၆ᑕ̝ഇ

ᒜĂགྷᑻ۞ഀঈᄃӎ ౌົᇆᜩז࿈ഇ፟த

ϒ૱͗ᄃ࿈ഇ̝͗ϒቁத̶Ҿࠎ 70.5% ă

۞ត̼Ąώሀޙ۞ݭϲĂΪዋЪܕٺഇ̝

70.8%ĂரҲٺᄃ˯ᇹώ̰̝ϒቁதĂព

ܫĂЯѩޙᛉܛᏉ፟ၹдઇܫଠგॡ

ϯѩሀݭдዋ༊۞٩ᇹ˭ĂҤ̝ቁّ

ᑕؠഇࢦޙሀݭĂГઇѣड़۞ՙඉĄ

ߏ࠹༊Ξያ۞Ąԧࣇซ˘ՎொੵՏ˘࣎ព

ѨĂણι͛ᚥĂԧࣇޙᛉྍܛᏉ፟ၹ

តᇴĂ៍၅ໄҬͧត̼ณĂ̈́ͧྵഇϒ

ϺᑕޙϲซІֽ(ᓜᕢᏱநᄃӎ)ăጾѣ۞

૱͗ᄃ࿈ഇ̝͗ϒቁதĂԧࣇ൴னˣ࣎ត

ܫϡΙᇴᄃЧछܛᏉ፟ၹྙߤ۞࣎͡ˬܕ

ᇴ̚۞ពमளĂࢋֽҋٺܫᗝ

ᇴ̝ྤܫफ़Ă֭Ըˢ Logistic ਫ਼ᕩሀݭ

ޘăᖚຽᙷҾăጾѣனܛΙᇴăିֈޘα

̚ĂͽቁᄮߏӎࠎពតᇴĄޢĂ၆ٺ

࣎តᇴĂѨߏّҾăัϡᙷҾăѐќˢă

ᜪމ࿈ഇॡม̈́ᔘഠᐂᐹ։۰۞ଣ˵

̍үѐྤα࣎តᇴĄ

ߏࣃซ˘Վࡁտ۞ኝ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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