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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期間 

本研究所採用之資料期間為民國 88 年～民國 94 年共七年，各家銀行年底資

料，藉以探討我國銀行成為金控公司購併標的對象之行為。而標的銀行之區分，

本研究選取於民國 92 年以前被金控公司購併的銀行，以比較標的銀行購併前後

2 年經營績效之變化。 

第二節  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所採用之樣本為本國銀行。在樣本篩選方面，本研究做了以下的篩選： 
1.性質特殊之金融機構：本研究刪除了中國輸出入銀行、中央信託局及中華郵政

公司(前郵政儲金匯業局，現改名為台灣郵政公司)。 
2.金控公司原始合併、成立銀行：本研究欲比較標的 (target)銀行與非標的

(non-target)銀行效率上、特徵上之差別，故將金控公司原始合併、成立之銀行

刪除。故刪除以銀行為主體之金控旗下之銀行，包含交通銀行(兆豐金控)、第

一銀行(第一金控)、華南銀行(華南金控)、建華銀行(建華金控，現改名為永豐

金控)、玉山銀行(玉山金控)、中華開發工業銀行(開發金控)、復華銀行(前亞太

銀行)。 
3.民國 88 年之後新設立之銀行：全國農業金庫於民國 94 年 5 月 26 日開業，資

料時間未滿一年，故刪除。 

另外金控公司購併標的銀行前之主體銀行部分，因國內金控公司合併標的銀

行後，常常採用吸收合併的方式，故無標的銀行加入金控後之資料，但為了比較

金控公司購併前後效率差異，故金控購併標的銀行前之主體銀行予以保留。因此

中信金控購併萬通銀行後，將萬通銀行併入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及台新金控購併

大安銀行，將大安銀行併入台新銀行中，為了比較標的銀行購併前後經營績效，

故將合併前之主體銀行及合併後之金控銀行納入樣本，保留合併前後之主體銀行

資料。如萬通銀行於民國 92 年併入中信銀，故保留中信銀民國 88 年～94 年之

資料；大安銀行於民國 91 年併入台新銀行，故保留台新銀行民國 88 年～94 年

之資料。 

在中小企業銀行改制為商業銀行部分，由於大部分中小企銀都從事與商業銀

行相同之業務，改制為商業銀行並不影響，故本研究保留中小企銀改制為商業銀

行之部分。另外在非標的(non-target)銀行但進行購併者，中興銀行於民國 94 年

併入聯邦銀行，高新銀行也於民國 94 年併入陽信銀行。理論上這兩家銀行因為

被其他銀行合併，故不能算入非標的銀行，但本研究合併期間是以民國 92 年前

被購併之銀行，作為標的銀行與非標的銀行之區分，故中興銀行及高新銀行未被

刪除。根據上述標準篩選之後，我國於民國 88 年共有 53 家銀行，扣除上述銀行

之後，本研究採用銀行為 41 家。下表為本研究之樣本銀行及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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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樣本銀行 

標的銀行名稱 樣本期間 非標的銀行 樣本期間 

台北銀行(台北富邦銀行) 88 年—94 年  中國農民銀行 88 年—94 年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台灣銀行 88 年—94 年

世華聯合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高雄銀行 88 年—94 年

(國泰世華銀行)   台灣土地銀行 88 年—94 年

萬通商業銀行 88 年—91 年  合作金庫銀行 88 年—94 年

大安商業銀行 88 年—90 年  彰化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華僑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 88 年—94 年

   聯邦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中華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遠東國際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金控公司主體銀行(刪除)   萬泰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交通銀行   寶華(泛亞)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第一商業銀行   中興商業銀行 88 年—93 年

華南商業銀行   大眾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復華(亞太)商業銀行   安泰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建華(華信)商業銀行   慶豐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玉山商業銀行   台灣新光(聯信)商業銀行 89 年—93 年

富邦商業銀行   誠泰(台灣新光)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日盛國際(寶島)商業銀行   陽信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國泰(匯通)商業銀行   板信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第七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高新商業銀行 88 年—93 年

   台灣中小企業銀行 88 年—94 年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新竹國際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其他刪除之銀行   台中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中國輸出入銀行   台南區中小企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中央信託局   高雄區中小企業銀行 88 年—92 年

全國農業金庫   花蓮區中小企業銀行 88 年—94 年

   台東區中小企業銀行 88 年—94 年

   華泰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三信商業銀行 88 年—94 年

   台灣工業銀行 88 年—94 年

資料來源：金融業務統計輯要，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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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金控合併銀行一覽表 

金控名稱 合併銀行 納入金控日期 標的與否 

華南金控 華南銀行 90.12.19  

富邦金控 富邦銀行 90.12.19  

 台北銀行 91.12.23 ★ 

國泰金控 國泰(匯通)銀行 91.04.22  

 世華銀行 91.12.18 ★ 

 第七銀行 94.12.19 ☆ 

開發金控 開發工銀 90.12.28  

玉山金控 玉山銀行 91.01.28  

復華金控 復華(亞太)銀行 91.10.19  

兆豐金控 交通銀行 91.02.04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91.12.31 ★ 

台新金控 大安銀行 91.02.18 ★ 

 台新銀行 91.02.18  

 彰化銀行 96.01.02 ☆ 

新光金控 新光銀行 93.09.30  

 誠泰銀行 94.10.03 ☆ 

國票金控 無   

永豐金控 永豐(建華)銀行 91.05.09  

(原建華金控)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 94.12.26 ☆ 

中信金控 中信銀行 91.05.17  

 萬通銀行 92.09.30 ★ 

第一金控 第一銀行 92.01.02  

日盛金控 日盛銀行 91.02.05  

說明：★表示為金控公司購併之標的銀行，且在本研究樣本期間內，列入本研究； 
☆表示為金控公司購併之標的銀行，不在本研究樣本期間，不列入本研究。 

註：台北銀行後更名為台北富邦銀行； 
世華銀行後更名為國泰世華銀行；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與交通銀行於 95.08.21 合併後改名為兆豐商銀； 
誠泰銀行後更名為台灣新光銀行； 
建華銀行與北商銀於 95.11.13 合併為永豐商業銀行 



 

 23

本研究所採用之資料均為次級資料，資料來源為： 

1.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中央銀行金融業務檢查處編印)。 

2.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中央銀行金融業務檢查處編印)。 

3.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4.行政院主計處網站之整體統計資料庫。 

為了去除通貨膨脹之影響，本研究以民國 90 年之躉售物價指數為基期，將

各年度資料平準化後再進行計算、比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交叉邊界分析

法(cross-frontier analysis)、威爾卡克森兩樣本檢定(Wilcoxon two-sample test)、科

莫果夫—史密諾夫兩樣本檢定(Kolmogorov-Smirnov two-sample test)、Tobit 迴歸

分析及 Probit 迴歸分析。在此將資料包絡分析法及交叉邊界分析法簡述如下： 

1.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4) 

資料包絡分析法是一種線性規劃的技巧，首先找出決策單位(decision-making 
units, DMU)中最有效率者夠成一條效率邊界(efficiency frontier)，即為效率生產邊

界，再決定相對無效率者無效率之程度，而相對無效率之決策單位與效率邊界上

之距離即為無效率程度。 

由 DEA 模型所計算出的效率邊界，即為經濟學上包絡線之概念，表示在所

有生產可能集合中，由「最佳組合點」所形成之邊界。DEA 模型便是利用此概

念，將所有 DMU 之投入與產出項之組合，以加權產出除以加權投入之方式計算

出個別決策單位相對於其他決策單位之效率值。若相對效率值為 1 者，即投入產

出組合落在效率邊界上，表示具效率之單位；若相對效率小於 1 者，即投入產出

組合落在效率邊界內，表示為無效率之單位。 

自 1957 年 Farrell 提出效率邊界的衡量概念後，後續研究已延伸出兩種 DEA
模型：CCR 模型與 BCC 模型。前者將 Farrell 單一投入與單一產出的模型擴展為

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之型態；後者修正前者在固定規模報酬下生產的假設，考慮

了變動規模報酬，並將整體技術效率再細分為純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兩種。 

                                                 
4 本研究關於資料包絡分析法之說明，參酌廖雅婷(2003)之研究所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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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CR 模型：固定規模報酬 

Farrell(1957)所提出利用多項投入及產出組合以探討生產邊界與效率衡量之

理論，主要基於三個基本假設：(1)生產邊界是由最有效率的 DMU 所組成，而較

無效率的 DMU 則為於此邊界之下；(2)假設生產技術為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3)生產邊界是凸向原點(convex to origin)的，且斜率為負。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1978)依據 Farrell(1957)所提出效率衡量之觀

念，將「單一投入單一產出」延伸為「多投入多產出」，以適合現代複雜的生產

程式。同時延續 Farrell 固定規模報酬的假設，以線性規劃法估計生產邊界，然

後衡量每一決策單位的相對效率。其模型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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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k 代表第 k 個 DMU 之技術效率值 
yrj代表第 j 個 DMU 之第 r 個產出值 
xij代表第 j 個 DMU 之第 i 個投入值 
ur代表第 r 項產出之權數 
vi代表第 i 項投入之權數 

(1)式的分數型態會產生無限多組解之情形，因此增加一個限制式使其轉換

為線性規劃型態以方便求解，轉換型態又分為兩種，一種為投入導向

(input-oriented)，是令投入項加權組合值為 1，求產出項加權組合值最大；另一種

為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是令產出項加權組合值為 1，求投入項加權組合值

最小。 

雖然效率值的改善可以從投入面與產出面著手，但對於金融產業而言，產出

面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較大，廠商比較容易從控制投入面來提升經營效率(林基

煌，1998)。本研究參照林基煌的方法，採用投入面導向的效率衡量方式，轉換

後的形式為(2)式： 

j＝1,…,n, 
i＝1,...,m,  
r＝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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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式可再轉換為對偶型態以減少限制式的個數以方便求解： 

λθ ,
Min   kkh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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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j xx θ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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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θ 代表第 k 個 DMU 之技術效率值 

jλ 代表各個 DMU 之權數。 

另外藉由 ∑
n

j
j

1＝

λ 判斷出 DMU 的規模報酬狀態： 

∑
n

j
j

1＝

λ ＞1 表示 DMU 處於規模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狀態 

∑
n

j
j

1＝

λ ＝1 表示 DMU 處於規模報酬持平(constant return to scale)狀態 

∑
n

j
j

1＝

λ ＜1 表示 DMU 處於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狀態 

(2) BCC 模型：變動規模報酬 

BCC 模型是由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 於 1984 年提出，修正 CCR 模型

中固定規模報酬的假設，以變動規模報酬作為假設，因為 Banker 等人認為並非

所有的 DMU 均處於最適規模狀態。在 BCC 模型下可將 CCR 模型下所計算出來

的整體技術效率值拆解為純技術效率值(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與規模技術效率

值(scale efficiency)。 

j＝1,…,n, 
i＝1,...,m,  
r＝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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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上述 CCR 模型的變數定義，並只考慮投入導向，則 BCC 模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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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ku 代表規模報酬的指標，藉由
*

ku 可判斷 DMU 的規模報酬狀態： 

*

ku ＞0 表示 DMU 處於規模報酬遞減的狀態； 

*

ku ＝0 表示 DMU 處於規模報酬持平的狀態； 

*

ku ＜0 表示 DMU 處於規模報酬遞增的狀態。 

轉換為對偶型態如(5)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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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RS
kθ 代表第 k 個 DMU 的純技術效率值 

rjy 代表第 j 個 DMU 之第 r 項產出值 

ijx 代表第 j 個 DMU 之第 i 項投入值 

jλ 代表每個 DMU 之權數 

j＝1,…,n, 
i＝1,...,m,  
r＝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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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CC 與 CRR 模型之差異如下圖： 

 

圖 6 CCR 與 BCC 的效率邊界 

圖 6 中有 A、B、C、D 四個 DMU，其中 A、B、C 所圍成的包絡曲線為 BCC

模式下的效率邊界，OP 為 CCR 模式下的效率邊界。在OP 上的 B 點為 CCR 模

式下的效率單位，所以其整體技術效率值為 1，也達到了固定規模報酬；而 A、

C 兩點在 BCC 模式的效率邊界上，顯示其純技術效率值為 1，但是並未達到固

定規模報酬。 

以 D 點為例，在 CCR 模型下，因為沒有落在OP 上，所以其整體技術效率

值為 ＜
GD
GF 1；在 BCC 模式下因為沒有落在 A、B、C 所圍成的效率邊界上，所

以純技術效率值為 ＜
GD
GD' 1。如果 D 要達到整體技術效率的話，則要減少投入並

向左調整至 F 點，即可以成為 CCR 模式下的效率單位；若 D 點要達到純技術效

率的話，則要減少投入並向左調整至 D’點，就可以成為 BBC 模型下的效率單位，

此時純技術效率值為 1。 

D’點的規模效率為 ＜
'GD

GF 1，如果增加投入項，則 D’會隨著 BCC 模型的效

率邊界往上移動，則計算規模效率值的分子會隨之增加，分母也隨之變小，也就

是規模報酬遞增的狀態；反之若有一點落在BC 之間，則隨著增加投入項，則規

模技術效率值的分母增加的速度比分子增加的速度快，故使規模效率值下降，則

為規模效率遞減的狀態。此時應減少投入項，才能增加經營績效。 

0 投入

產出

F 
‧ ‧ ‧D

‧P

‧

C‧ B

‧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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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叉邊界分析法(Cross-frontier Analysis) 

根據 Cummins, Weiss and Zi(1999)於探討 1981 年至 1990 年美國產險業二大

公司組織型態—股份(stock)及相互(mutual)型態之產險公司的經營效率時，發現

股份與相互型態之產險公司各自具有不同之效率前緣，因此發展出交叉邊界分析

法(Cross-frontier Analysis)評估股份、相互型態產險公司之相對效率。 

Cummins 提出在比較同一市場上股份與相互兩種不同組織型態公司之效率

差異時，應衡量相對於每一產險公司之投入產出，去比較股份與相互型態產險公

司之個別效率前緣(separate frontier)之距離差距，以瞭解一產險公司之投入產

出，何類型的產險公司之個別效率前緣較具效率。而本研究亦將此觀念應用於比

較標的銀行與非標的銀行之經營效率差別。 

 

圖 7 兩類產險公司於固定規模報酬下之效率前緣 

圖 7 說明 cross-frontier analysis 之觀念。假設產出與投入間具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之下，以兩種投入要素(x1、x2)來生產一單位的產出(Y)。
圖中表示股份(stock)型態的產險公司之個別效率前緣，Ls(y)表示共同(mutual)型
態的產險公司之個別效率前緣。對於股份型態的產險公司 B，其相對於 Ls(y)所

產生之技術效率為 Ts(xs,ys)為
OB
OA

＜1，相對於 Lm(y)所產生之 cross-frontier 之技

術效率值為 Tm(xs,ys)為
OB
OC

＞1。對於共同型態的產險公司 E，其相對於 Lm(y)之

技術效率為 Tm(xm,ym)為
OE
OD

＜1，對於 Ls(y)所產生之 cross-frontier 之技術效率值

為 Ts(xm,ym)為
OE
OF

＞1。 

 

0 

X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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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探討股份或共同型態之產險公司何種型態之公司較有效率，故應先測試

股份及共同型態的產險公司是否在同一效率前緣之下。若該兩種型態之公司在同

一效率前緣之下，即可直接進行比較；若該兩種型態之公司於不同效率前緣之

下，則必須做交叉邊界分析法分析。為了衡量該兩種型態之公司它們效率前緣的

距離，我們採用下列的公式以計算交叉邊界(cross-frontier)： 

),( sst yxF ＝1－
),(
),(

ssm

sss

yxT
yxT                       (6) 

其中 Ts(xs,ys)為在自己效率前緣之下計算出的效率值，Tm(xs,ys)是利用

cross-frontier 所計算出之效率值。當 F 值大於 0，表示 Tm(xs,ys)＞Ts(xs,ys)，即利

用 cross-frontier 所計算出之效率值較高，表示當公司運用共同型態產險公司之效

率產生之效率較高，表示股份型態產險公司效率層級較高(dominant)。反之，當

F 值小於 0 時，則表示共同型態產險公司較率較好。 

第四節  實證假說 

本研究依照第一章研究問題所述，將樣本銀行區分為「標的(target)」銀行及

「非標的(non-target)」銀行，比較其效率值。本研究主要欲探討何種特徵之銀行

會被金控公司所購併，因此產生了以下三個假說： 

假說一：標的銀行在合併之後可以促進效率。 

標的銀行在合併之後可促進效率有兩種可能性：(1)標的銀行本身效率較

差，因此合併之後藉由效率較佳的金控公司改善標的銀行的績效，進而達到效率

的提升。在此假說下，本研究預期標的銀行在購併前會呈現較低的效率，因此較

低效率或是較無效率的銀行較易被金控公司合併。(2)標的銀行本身效率較佳，

被金控公司購併之後，帶動金控公司效率改善。故本研究將以單變向及多變向統

計方法進行分析，探究標的銀行在合併之後是否可以促進效率，以及標的銀行促

進效率可能性為上述何種假設。 

假說二：銀行處於非遞減規模報酬的狀況下，會成為有吸引力的合併標的。 

在此假說下，我們預期當銀行規模過大時，合併後不易產生規模經濟，因此

當銀行處於規模效率遞減(DRS)，不容易吸引金控公司購併。 

假說三：銀行處於財務方面表現較弱時，易成為有吸引力的合併標的。 

本研究欲探討當金控公司選擇購併標的銀行時，會以何種條件作為評選的依

據，除了假說二之外，當標的銀行呈現財務上的弱點時，金控公司是否認為該標

的銀行是具吸引力的購併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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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變數 

1.DEA 投入產出變數 

本研究參考過去相關文獻，採用資產法來定義銀行的投入產出項，並在銀行

產出的衡量上採取中介說，以界定本研究所採用之投入與產出變數。 

中介說將銀行視為社會資金的仲介機構。在此假說下，銀行吸收社會大眾的

資金，轉而貸放與有融資需要的企業或個人，因此存款、放款、利息收入、利息

支出是中介說下最常見的投入與產出項。本研究採用資金流入量(存款與借入款

總和)為投入項，放款總額為產出項，至於利息收入與利息支出，其意義為存款

與放款之價格，本質上與存放款無異，故不選取。 

另外，在經濟學傳統的投入要素為資本與人力，因此本研究也採用這兩項作

為投入項。在人力方面，本研究選取之變數為「員工人數」。銀行是金融服務業

的一環，其員工除了要服務客戶之外，更須具備專業素養，因此員工素質是相當

重要的。因此本研究以員工人數來衡量銀行業於人力方面的投入。在資本方面，

本研究選取的變數為「固定資產淨額」。另外，為了衡量銀行在推廣業務及日常

營運管理的投入，另外選取了「銷管費用」做為銀行的投入項。 

銀行除了可以進行放款、貼現、保證等與授信有關之業務，根據銀行法第

71 條第七～九款及第十三～十六款，銀行業仍可進行許多非存放款之業務，如

證券投資、外匯、代辦業務、倉庫保管等。因此本研究採用「其他收入」作為第

二個產出項，以衡量銀行在非放款業務上之經營績效。 

綜合上述，表 4 彙整了本研究於 DEA 方法下所採用之投入產出定義與資料

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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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DEA 所採用之投入產出變數 

投入產出 變數 定義 資料來源 

產出 

各類放款 

(Y1) 

 

貼現、透支、進出口押匯、

短中長期放款、催收帳款

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之「貼

現與放款」減「備抵呆帳」 

 

其他收入 

(Y2) 

 

 

 

債券利息、手續費與佣金

收入、買賣票券證券利益

 

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之「債

券利息與股利」、「手續費與

佣金收入」、「買賣票券利

益」、「買賣證券利益」合計

數 

投入 

固定資產 

(X1) 

 

固定資產減累計折舊 

 

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之「固

定資產」、「累計折舊」、「累

計減損」科目 

 

銷管費用 

(X2) 

 

銀行於推廣業務與日常營

運管理之投入 

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之「業

務、總務及管理費用」科目 

 

員工人數 

(X3) 

 

 

各銀行年底雇員人數 

 

 

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之「稅

前純益/員工人數」推算而

得，而大安銀行之資料採用

TEJ 資料庫。 

 

各類存款 

(X4) 

 

各種類型之存款(支票、活

期、定存、儲蓄、外匯、

公庫」 

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之「存

款」與「借入款」科目合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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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obit 迴歸模型變數 

在 Tobit 迴歸模型中，本研究欲探討標的銀行是否因購併而真能促進效率。

本研究使用標的銀行及加入金控後之銀行的效率值(Efficiency)作為應變數，包括

整體技術效率(crste)、純技術效率(vrste)及規模效率(scale)三者。 

在自變數方面，本研究採用下列變數以建構 Tobit 迴歸模型： 

(1)購併前後年度(Merger) 

本研究藉由購併前後年度效率變化，來探討標的銀行在購併後是否能促進效

率。此變數以虛擬變數呈現，0 代表購併前之年度，1 代表購併後之年度 

(2)行業集中度(Cent) 

由於金控公司強調跨業結盟經營，因此本研究也欲探討是否金控公司內子公

司種類愈多，所能產生之綜效愈強。因此本研究以金控公司內各行業別收入平方

項相加作分子，分母為金控公司年度各子公司收入總和之平方，計算公式如下： 

2

1

22
3

2
2

2
1 ...

⎟
⎠

⎞
⎜
⎝

⎛∑
n

k
k

n

x

xxxxCent

＝

＋＋＋＋
＝                               (7) 

(3)分行家數(NBH) 

根據交易成本理論，資產規模過大容易造成組織僵化及人事協調困難而降低

經營績效，但規模擴大也有可能達到規模經濟之效果，因此資產規模變數對效率

值影響方向不一定。本研究原擬將資產規模變數考量進來，以考量其對經營績效

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欲將總資產取對數後作為自變數之一。 

但由於政府法令限制銀行資本適足率未達 8%，禁止設立新分行，而分行數

又是金控公司交叉銷售的重要行銷通路，因此本研究將分行數納入迴歸模型中，

探討分行家數對於標的銀行合併後效率之影響，以及是否會影響金控公司選擇購

併標的。 

但由於資產規模與分行數之相關係數高達 0.81687，具有高度相關，加上使

用總資產取對數及使用分行數作為自變數的迴歸結果差異不大，故本研究使用分

行數作為衡量交易成本理論之變數。 

為了使本研究探討範圍更加完整，本研究利用美國聯邦金融機構議會

(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amination Council)的 CAMEL 評等模型，以此模型

所包含之五個經營層面，來考量購併對銀行經營績效的影響。該五層面包含了資

本適足率(capital adequacy)、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管理能力(management 

ix ＝金控公司內各行業子公司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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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率敏感性資產

利率敏感性負債

ability)、獲利能力(earning ability)及流動性(liquidity)。以下介紹利用 CAMEL 模

型所使用之變數： 
(4)資本適足性指標(CAP) 

資本適足性指標＝ 

本研究資本適足性指標採用淨值/資產之比率來衡量。此變數衡量金融機構

自有資本是否足夠，原則上此比率愈高銀行的風險也愈低，但也易造成公司資金

運用的無效率。 
(5)資產品質指標(ASSQ) 

ASSQ＝ 

本研究利用備抵呆帳除以逾期放款來衡量銀行資產品質，以衡量銀行之自有

資金可承擔逾期放款的緩衝能力。此比率也可代表銀行提列備抵呆帳佔總逾期放

款之比率，若該比率愈低，表示銀行所提列的備抵呆帳不足，則資產品質愈差。  

(6)獲利能力(ROE) 

股東權益報酬率＝ 

此比率衡量每單位自有資金可賺取稅前純益之比率。在獲利能力方面的評

估，此變數為一項重要指標，該比率愈大則表示獲利能力愈佳。 

(7)流動性指標(LIQ) 

存放比率＝ 

本研究採用存放比率作為流動性指標。存放比率是衡量銀行流動性風險的重

要參考指標。存放比率值通常小於 1，比率愈高，表示銀行的流動性愈低，亦即

流動性風險愈高。 

(8)利率敏感性指標(INSR) 

利率風險＝                －1 

資產代表銀行現金流入的部分，而負債代表銀行現金流出的部分，若利率發

生變動則會造成銀行的收支造成波動，若資產等於負債則可以免除利率風險，反

之若是兩者間的差距愈大，則銀行所面臨的利率風險則愈高。而利率風險比率與

1 之距離越大，銀行面臨的利率風險就會擴大，這個差距則稱為資金缺口：當比

率離 1 愈遠，表示資產、負債在利率變動時，市場價值變動也愈大，銀行的經營

風險也愈大；反之比率離 1 愈近，表示銀行的經營風險也愈小。為了便於衡量該

變數，本研究將此比率減 1 之後取絕對值，以明確觀察變數對經營效率之影響。

因此取絕對值後的利率敏感性指標若愈大，表示銀行利率敏感性資產不等於利率

敏感性負債，即使利率變動時，因為資產大於負債，則表示銀行經營風險較小。 

備抵呆帳 
逾期放款 

淨值 
資產 

稅前純益

平均淨值

存款 
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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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長性指標(GROW) 

放款成長率＝ 

此利率主要看銀行對於放款每季的增加速度，若成長率愈高表示機構在投資

的比率也愈高，原則上該比率愈高愈好。 

由於在迴歸模型中，如果應變數發生截斷，使數值介於某些範圍中時，會使

得利用傳統的最小平方法來進行迴歸估計時，會產生偏誤。本研究為了探討購併

活動對效率值之影響，因此採用效率值作為應變數。由於效率值均介於 0 和 1
之間，因此本研究利用 Tobin 在 1958 年所提出的修正的截斷迴歸模型(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 Tobit model)，利用 Tobit 迴歸模型找出變數與效率值之間的關

連。 

綜上所述，本研究 Tobit 迴歸模型建構如下： 

INSRLIQROEASSQCAPEfficiency 543210 ββββββ ＋＋＋＋＋＝  

MergerCentLnAssetGROW 9876 ββββ ＋＋＋＋               (8) 

本期放款－前期放款

前期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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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bit 迴歸模型變數 

為了探究合併標的之特徵，在應變數方面，本研究以有無購併活動作為判斷

標的銀行與否之依據。應變數等於 1 時，表示該銀行有被購併，為標的銀行；反

之應變數為 0 時，則該銀行沒有被購併，為非標的銀行。但由於本研究所選取之

購併標的均於民國 92 年前被購併，因此在非標的銀行部分，則選取民國 92 年以

前未被購併之銀行，作為非標的銀行，排除了非標的銀行民國 93、94 年之資料。

本研究利用 Probit 迴歸模型以探討購併標的銀行之特徵，藉以研究當銀行具備何

種特徵時，較會成為購併之標的。Probit 迴歸模型部分，會採用 Tobit 迴歸部分

變數，在此不加詳述，此節只針對 Tobit 迴歸中未使用之變數加以討論： 

(10)非遞減規模報酬(NDRS) 

依據之前的文獻，當銀行處於非遞減規模報酬狀態時，較易成為具吸引力的

購併標的(Cummins et al. 1999)，因此本研究也欲探討是否銀行處於非遞減規模報

酬時，較容易成為購併的標的銀行。本變數採用虛擬變數呈現，當虛擬變數為 0
時，表示銀行處於規模效率遞減(DRS)的狀態；當虛擬變數為 1 時，則銀行處於

非遞減規模報酬之狀態，也就是規模效率遞增(IRS)及規模效率持平(CRS)的狀

態。 

(11)效率值(EFF) 

本研究採用 DEA 所計算出之效率值，包含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規

模效率作為迴歸模型之自變數，以觀察購併標的銀行與經營效率之關連。由於整

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之間互有關連，故此變數將會分別放入迴歸

式中進行探討。 

在本節中，本研究欲探討標的銀行與非標的銀行特徵上之差異，因此使應變

數部分，Y＝0 表示沒有被購併之銀行，即非標的銀行；Y＝1 表示有被購併之銀

行，即為標的銀行，以進行探討。由於應變數數值只有 0 和 1 之分，故用傳統的

最小平方法來進行迴歸估計會產生偏誤，故本研究採用 Probit 迴歸模型進行分

析。 

因此在 Probit 迴歸之部分，本研究欲探討標的銀行在財務上及規模效率方面

的特徵，因此迴歸模型建構如下： 

INSRLIQROEASSQCAPY 543210 ββββββ ＋＋＋＋＋＝  

  EffNDRSLnAssetGROW 9876 ββββ +＋＋＋               (9) 

本研究將 Tobit 及 Probit 迴歸模型變數之定義、所屬層面、預期方向及資料

來源列示於下表： 

 



 

 36

表 5 迴歸模型分析所採用之變數 

變數 解釋 定義 預期方向 資料來源 

Merger 
 

購併前後年度 

 

0 代表購併前； 

1 代表購併後 

正向 本研究整理 

 

Cent 
 

行業集中度 

 

金控公司各行業別收入平方項

相加除以各子公司收入總和之

平方 

負向 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本研究整理 

NBH 分行家數 各家銀行年底分行總數 負向 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CAP 資本適足性指標 淨值/資產 負向 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

ASSQ 資產品質指標 備抵呆帳/逾期放款 未知 金融機構重要業務統計

ROE 
 

獲利能力 

 

股東權益報酬率＝ 

稅前純益/平均淨值 

負向 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

 

LIQ 流動性指標 存放比率 未知 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

INSR 
 

利率敏感性指標 

 

利率風險＝ 

(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

負債)-1 取絕對值 

未知 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

 

 

GROW 
 

放款成長率 

 

(本期放款－前期放款)/ 

前期放款 

負向 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

NDRS 
 

非規模報酬遞減 

 

0 代表規模報酬遞減； 

1 代表規模報酬遞增或持平 

正向 本研究整理 

 

EFF 效率值 

 

含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正向 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