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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主要分為三方面進行，首先針對銀行業投入產出項之認定，

其次針對金融業經營效率，最後針對購併標的特徵等三方面進行文獻探討。 

第一節  銀行投入產出項之認定 

由於銀行的投入產出之間關係難以區分，加上銀行提供多種不同服務，而且

產出多屬於非實體性，難以量化，因此不似製造業般可明確斷定。故首先應先界

定銀行的投入產出項，再決定銀行產出的衡量方法。根據 Berger and Humphery 
(1991)的建議，可先以資產法、使用成本法、附加價值法來認定投入產出項，再

決定銀行產出的衡量方法。此三種方法敘述如下： 

1.資產法(Asset Approach)： 

資產法是以資產負債表的概念，簡單區分銀行的投入和產出。因此借方的資

產視為銀行的產出，而貸方的負債、借入款則視為投入項。 

2.使用者成本法(User Cost Approach)： 

使用者成本法是以銀行的某一項資產或負債，是否能為銀行帶來淨收益來決

定該項資產或負債為投入或產出項。例如，銀行的某一項債務，其負擔的財務成

本小於其機會成本，則該項債務將視為銀行的產出項，反之則為投入項。 

3.附加價值法(Value-Added Approach)： 

附加價值法是以某一項資產或負債所具有的附加價值多寡，以決定該項資產

或負債是投入或產出項。若某項資產或負債具有很高的附加價值，則視為重要產

出，其他資產或負債則依其附加價值多寡，視為次要產出、中間產出或投入項。 

界定了銀行的投入與產出項之後，再來是要決定銀行產出的衡量方式，根據

Miller and Noulas (1996)的彙總，銀行的產出有兩種衡量方法： 

1.中介法(Intermediation Approach)： 

中介法假設銀行視為社會資金的中介機構，而非一個以生產存放帳款為服務

的廠商，因此利息費用為銀行為了吸收資金所必須付出的成本，而利息收入為銀

行貸與資金所賺取的收入。在中介法之下，銀行為吸收存款及利用其他資源以賺

取收入，該資源包含勞力、資本投入、存款及其他資產。而產出項通常為利息收

入、放款金額等。中介法在實證研究中最常被使用，因其所需資料偏向財務資訊，

較易取得。採用中介法的文獻包括 Elyasiani and Mehdian (1992)、邱偉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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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法(Production Approach)： 

生產法將銀行視為一個以投入勞務與資本的廠商，以生產各類存放款帳戶與

金融性服務。因此該法的投入項只考慮營運成本，如為勞動力、投入資本等，產

出項通常為存放款帳戶數。此法以營運面資料為主，雖然可以免除財務資料受通

貨膨脹之影響，但銀行對於各種帳戶所投入成本不一，無法正確將投入和產出正

確配合，加上營運面資料取得困難，乃為此法之限制。 

第二節  金融業經營效率相關文獻 

Cummins, Tennyson and Weiss (1999)以 1988 至 1995 年美國壽險產業，研究

購併對經營效率與規模經濟之影響，該研究採用資料包絡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簡稱 DEA)來衡量效率值，並以馬奎斯特生產力指數

(Malmquist methodology)來衡量效率值的變動。該研究發現，購併能夠增加企業

之效率，且當企業處於非遞減規模報酬狀態時，或財務結構較為脆弱的公司及本

身效率較差者，較有可能成為購併的標的。該篇論文提供了本研究重要理論基

礎，以解釋金控公司是以何種方式選擇購併標的公司，進行購併活動，且購併之

後是否真能替公司帶來利益。 

Elyasiani and Mehdian (1992)針對美國少數族裔所開設的銀行(Minority 
-owned banks, MOBs)與非少數族裔所開設的銀行 (Nonminority-owned bank, 
NMOBs)進行經營效率比較與分析。由於這兩種樣本銀行有明顯的生產技術差

異，於是該研究先將兩群銀行建立個別的效率邊界(frontier)，再進行效率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對 MOBs 和 NMOBs 來說，在他們個別的效率邊界中，他們的效

率是相同的。研究結果證實，在扣除了地理區、法律規範、規模大小、銀行成熟

度等特徵之後，MOBs 和 NMOBs 兩群銀行在統計上，他們的效率並沒有顯著的

差異。該篇論文提供本研究一個概念，當在探討銀行加入金控後是否能提昇效率

時，應將加入金控與非加入金控之銀行做區分，先檢定該兩群的銀行是否處於相

同的效率邊界上，再進行比較。 

邱偉琳(2004)，針對 1986 年到 2002 年的台灣銀行，採用 DEA 方法計算效

率值，探討台灣銀行業在開放新銀行設立前後的效率值和生產力變動情形。發現

銀行業全體與開放前既存之舊銀行，在開放前的效率值均顯著大於開放後。且金

控子銀行的效率值較非金控子銀行為高，顯示金控公司會挑選表現好的銀行作為

合作夥伴。在生產力分析方面，舊銀行開放後總生產力仍小於開放前，儘管舊銀

行在開放後的各項經營效率變動較開放前高，但因技術大幅衰退以致整體生產力

呈現衰退現象。該篇論文提供了銀行業開放後對於銀行業整體技術之影響，另外

也提供了銀行是否加入金控，對於效率之影響的參考。 

黃俊誠(2004)，針對 1998 年到 2000 年間台灣地區 35 家銀行之經營績效，

以 DEA 方法評估個別銀行的技術效率，再以 Tobit 截斷回歸方程式探討影響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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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技術效率值之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在整體技術效率、純粹技術效率值、規模

效率值及差額變數分析方面，「納入金控之銀行」的表現均優於「獨立銀行」；在

Malmquist Index 跨期成長分析中，「納入金控之銀行」的經營績效成長率都要比

「獨立銀行」來的優秀。該論文提供了銀行納入金控與否，是否會影響其經營績

效，但該論文樣本期間為 1998 年至 2000 年之間，將台灣地區 35 家銀行區分為

金控銀行與獨立銀行進行比較，但未考慮金控購併銀行的時間點不同，且也未將

納入金控銀行與獨立銀行先行比較是否處於相同的效率前緣上，因此本研究將會

針對此點加以改善。 

許鈺珮、張錫介(2005)針對 1999 年至 2003 年間，台灣 35 家銀行透過 DEA
方法及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及 Tobit 迴歸模型針對台灣銀行業進行經營效率的

分析。發現納入金控的銀行，在金控實施前後經營效率皆高於非金控銀行；金控

法實施後，非隸屬金控的銀行在技術無效率來源轉變為規模無效率；台灣銀行業

的生產力大多處於穩定上升狀態，且金控法實施使國內銀行生產力更明顯提升。

該篇論文除了在取樣期間上與黃俊誠(2004)有相同的問題外，在比較納入金控的

銀行在金控實施前後效率皆高於非金控銀行的研究方向，並不能給予強力證明納

入金控之後，經營績效確實提升。也許納入金控之銀行之效率，原本就優於非納

入金控之銀行，因此本研究將會針對該問題點進行修正。 

Cummins, Weiss and Zi (1999)利用交叉邊界分析法(cross-frontier analysis)，分

析股份(stock)型態及共同(mutual)型態的保險公司進行效率之分析。交叉邊界分

析法是利用共同型態保險公司的相對效率來衡量股份型態的保險公司之效率

值。同時該研究也檢驗了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之代理理論，包括費用偏好假說、審

慎管理假說。該研究顯示，股份與共同型態的保險公司，它們在不同的效率邊界

上，各自擁有不同的技術。股份型態的保險公司，在產出與股份型態有關的保險

商品時，效率是優於(dominate)共同型態保險公司的；但是共同型態保險公司在

產出與共同型態保險商品時，效率則是優於股份型態保險公司的，這與審慎管理

假說相符。而與費用偏好假說一致的是，股份型態的成本邊界較優於(dominate)
共同型態的效率邊界。該研究提供了交叉邊界分析法詳盡的計算方式，並建議在

進行兩群樣本之比較時，應先進行交叉邊界的測試，若兩群樣本不處於相同的效

率邊界上，則需進行交叉邊界分析。 

邱楓民(2003)研究有無集團企業背景對台灣產險公司經營效率之影響，透過

台灣有無集團企業背景的產險公司進行效率之比較，利用 DEA 方法及

cross-frontier analysis 評估 1992 年至 2001 年台灣地區 17 家產險公司具集團背景

及無集團背景各年度效率情況。該研究發現，於技術效率方面，具集團背景及無

集團背景產險公司無技術效率差異，顯現不論有無集團背景，皆有各自的經營技

術優勢。該篇論文提供本研究一項觀點，需區分納入金控與非納入金控之銀行，

先檢定此兩群銀行是否處於相同的效率邊界上，再進行合併前後及金控銀行與非

金控銀行的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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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探討國內金控公司旗下銀行經營效率之文獻，主要以探討金控銀行與非

金控銀行效率上是否有差異，但並未考量金控銀行與非金控銀行是否位於相同的

效率邊界上，也尚未探討金控公司於購併後，是否能夠促進經營效率。故本研究

欲探討金控公司購併標的銀行後，是否能促進經營效率時，會先確認標的銀行與

非標的銀行是否位於同一效率邊界上，再分析購併後是否能促進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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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的銀行之特徵 

公司在進行購併決策時，會因不同動機而挑選其購併標的，使其購併之後所

帶來之利益，超出原本購併之成本。本研究欲探討當銀行擁有何種特徵時，會成

為金控公司欲購併之標的，以下茲整理有關購併標的公司特徵之文獻作為探討： 

Manne(1965)是第一個定義公司控制權的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的
學者。該研究顯示，收購(takeover)是使經理人追求股東利益最大化的策略，而

公司的控制權也是市場上一個有價值的資產。因為當一家公司出現管理無效率

(inefficient management)時，會吸引具有購併傾向的公司注意，收購管理無效率

的公司並撤換經理人，藉此改善購併標的公司的效率。該研究指出，控制權市場

的運作機制在於經理人的績效與該公司的股價，因為績效差的公司相對於同產業

的標竿企業，其股價表現會較差。該論文提供本研究探究標的銀行特徵時應注意

的方向，但由於樣本銀行並非全部都上市上櫃，因此無法利用資本市場取得資

料，故本研究以股東權益報酬率(ROE)作為管理無效率的指標。 

Palepu(1986)發現，標的公司較非標的公司具有顯著的低成長率及低槓桿操

作，並且若標的公司於購併前呈現較低的效率，則較容易被購併。在該研究中發

展出交易成本理論(costs of the transaction)，發現規模愈大的公司，其被購併的機

率也愈低，原因在於若被購併公司規模愈大，則公司改造彈性與速度將會降低，

所以規模愈大的公司若被購併之後，整合成本也較高，故購併者會選擇規模較小

的公司。另外也發現了，標的公司呈現了成長資源不均 (growth-resource 
imbalance)，因此具有低成長、高流動性及低槓桿等特徵，因此本研究也將探究

公司規模對購併之影響。 
Powell (1997)之研究指出企業購併之因素有三：(1)汰換經營效率差的管理團

隊，使股東帶來利益；(2)購併可帶來綜效(synergy)；(3)購併可能為政府政策。

該作者研究了 1984 年至 1991 年間 411 個購併標的(其中 97 個是敵意購併，314
個善意購併)及 532 非購併標的公司進行研究，研究了敵意購併及善意購併下、

不同期間內是否有不同的特徵，並利用了管理無效率(Inefficient Management)、
公司價值低估、自由現金流量、公司規模、固定資產及成長資源不均等變數進行

探討。該研究發現，在敵意購併及善意購併下，標的公司會呈現不同的特徵。 
Cummins et al. (1999)的研究，當公司營運在非遞減規模報酬(持平或遞

增)( non-decreasing return scale, NDRS)的情況下，將會被視為有吸引力的購併標

的。因為若銀行在非遞減規模報酬之規模下營運，通常是在一個最佳的規模下營

運，且有機會隨著成長速度變得更有效率；而公司在規模效率遞減(decreasing 
return scale, drs)下營運，通常不被視為具吸引力的購併標的，因為它們的規模已

經太大，即使考量規模經濟之效果，也無法再產生規模經濟之效益。另外一個購

併的基本理由是，公司可藉著購併行為，以增加公司核心事業的市場佔有率，或

是以多角化方式進入新市場、新地理區。在此理由下，公司若處於非遞減規模報

酬將被視為更具吸引力的購併夥伴，因為它們未來成長導致規模不經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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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小。因此本研究也假設，購併標的公司的非遞減規模報酬特色會更加明顯。 

在美國壽險業，許多壽險公司為非公開發行之公司，因此在希望取得額外的

權益資本，以因應與日俱增的法規成本，因為尚未公開發行因此有籌資方面的困

難。並且若購併者與標的公司的資訊不對稱，比標的公司與資本市場間的資訊不

對稱還低，面臨管制成本及資本限制的壽險業者，會比較容易成為大公司購併的

標的，特別是它們經營是具效率的、且營運處於有利的規模報酬之下 (Cummins 
et al. 1999)。 

因此在台灣，隨著國際清算銀行(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不斷修

正風險調整後的資本適足率(Risk-Based Capital Adequate Ratio, RBC)，銀行業者

必須重新調整其資產投資組合，以促進其 RBC 比率。雖然台灣大部分銀行皆有

上市，但仍有少部分的銀行未上市，因此在同樣面臨管制成本及資本限制。另外，

當銀行財務結構表現較弱時，面臨金控公司龐大經濟資源，也較無能力對抗收

購。加上由於政府推動「258 金改方案」，規定資本適足率未達 8%之銀行，禁止

其設立新分行3，故銀行如欲擴充規模，在新分行設立限制之下，則必須進行購

併活動，而財務上呈現弱點之銀行則成為最佳的購併標的。因此，我們假設標的

公司比較容易呈現財務上的弱點，並且將分行家數納入研究變數中，探究其對購

併之影響。 

陳世欣(2005)的研究中探討金控公司的購併行為，從金控公司主體差異是否

影響購併對象的挑選、被併銀行之內併與外併特性進行探討。該研究結果發現，

內併銀行與外併銀行存在差異性，因此探討被併公司之特徵，必須將該部分區分

出來。若銀行存在著高績效、高風險及小規模者如容易被金控公司購併。且以銀

行為主體之金控公司，在挑選被併銀行時，是相對於其他主體之金控公司具有低

效率、高風險及大規模等特徵。另外也探討了投資人對購併活動之反應。該論文

提供本研究關於標的公司特徵之重要概念。 

根據以往文獻探討有關購併標的公司之特徵時，多以管理無效率、交易成本

等角度切入，認為購併標的公司會具有經營無效率、規模小等特色。而 Cummins 
et al. (1999)更以規模經濟之考量提出標的公司之非遞減規模報酬特色會更加明

顯。因此本研究欲探討金控公司購併之標的銀行是否具有相同的特徵。 

                                                 
3 「258 金改」為所有的金融機構必須在兩年內(九十四年六月底前)讓銀行逾放比(超過六個月未

正常繳息)降為 5%以下；資本適足率(B.I.S：即自有資產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提高到 8%以上，

否則銀行將被處以不得設立新分行、禁止分配董監事酬勞等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