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實證模型 

第一節  技術效率實證模型 

在選擇適當的 DEA模型進行效率評估時，主要有兩大考量：一是採用投入

導向或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模型；二是採用 CCR或 BCC模型。Lovell

（1993）認為，若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對投入的控制能力較對產出

的為強，則適用投入導向模型；反之，則適用產出導向模型。一般來說，非營利

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或政府部門（public sector）因每年預算較不具彈性，

故，較適於採用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模型；而營利組織較不受上述限制，

故適於採用投入導向模型。因此，本研究乃採用投入導向模型評估我國投信業者

的技術效率。CCR與 BCC模型之差異，僅在於對參考技術(即所建構之效率前緣)

之假設，前者為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後者為變動規模報酬

（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本研究將不預設立場，擬使用兩模型進行效率評估，

並且，藉由兩模型所評估之效率值的差異，可以進一步將技術不效率之來源，細

分為純技術不效率（purely technical inefficiency）及規模不效率（scale 

inefficiency）。 

在模型設定上，參考 （1985）的設定，假設台灣存在著 n家投信公司，

每家投信可能使用的投入有 m種，可能提供的產出有 s種。令 代表第 j 家（j

＝1,2,⋯⋯,n）投信第 i 種（i＝1,2,⋯⋯,m）投入的使用量， 代表第 j家投信

第 r種（r＝1,2,⋯⋯,s）產出之產量。參考技術具有固定規模報酬之生產特性，

而個別觀察值和效率前緣的差距即為其相對無效率的程度，且投入具有強可處分

性（strong disposability）的假設下1，個別投信技術效率之評估，即是解下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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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可處分性的定義為決策單位處分其不需要用到的物資，不須耗費任何成本的能力。本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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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規劃問題，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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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1,2,……,n                                    （4） 0j ≥λ

其中， 為賦予各投信之權數， 為第 k家投信技術效率值。式(1)至(4)

所構成之模型須求解 n次，亦即，在每家投信均被評估之後，就會產生 n組最佳

的（ ）值。 

jλ CCR
kθ

λθ ,CCR

由於上述模型係就個別投信相較於表現最佳者（具技術效率廠商）而言，能

否降低其投入使用量來進行評估，若某一投信可以比例性地減少（radial 

reduction）其投入使用量時，其 值將小於 1；反之，若某一投信已無法比例

性地減少其投入使用量，則其 值將等於 1。因此，該模型的涵義是指當參考

技術具有固定規模報酬之生產特性，及投入具有強可處分性的假設下，第 k家投
信若欲從位於樣本投信所構成的生產集合內部 (即相對無效率者)，變成位於效

率前緣上(即相對有效率者)時，投入須減少多少比例 (即（1－ ）)方可。 

CCRθ

CCRθ

CCR
kθ

而上述技術效率值（ ）可能受到純技術不具效率及規模不效率兩方面之

影響，前者指的是純粹因浪費資源（wasting resources）所造成的不效率，後者

乃因生產並非處於最適規模（inappropriate production scale chosen）所造成之不

效率。為分解（decompose）此兩因素所造成之不效率（請參考圖 3－1），將採
用 BCC模型，在求解線性規劃問題式（1）－（4）時，加入變動規模報酬之假

設，式（5），將式（1）－（5）依同樣過程求解，可得 。 

CCRθ

BCCθ

1
n

1j
j =λ∑

=                                                      （5） 
                                                                                                                                            
設投入具有強可處分性，意指投入可增減變動，而不必以產出的減少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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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乃代表純技術效率值，而規模效率值（SE）之衡量如式（6） 
BCCθ

BCC

CCR

SE
θ
θ

=
                                                     （6） 

若其值愈接近 1，代表：該廠商之生產規模愈接近最適規模，故其技術不效

率之來源愈多歸咎於純技術不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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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軸為投入，縱軸為產出

虛線為 VRS模型所建構之效率

整體技術效率（overall effi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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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單投入單產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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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投入項與產出項之選取 

本研究各變數之資料來源為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以及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

會，為目前能取得之最新資料，研究對象涵蓋我國 2003、2004 年兩年度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目前市場上共有 45家投信，本研究在模型設定上 DMU(Decision 

Making Unit)為 41家投信，不在本研究範圍的有新光投信、玉山投信、新昕投信

與台新投信。新光投信乃因人事費用資料不齊全；玉山投信乃因財務資料取得不

完整；而新昕及台新投信於 2004 年才設立，故不予以採樣。 

在投入、產出項目選擇上為：投入項變數有人事費用、固定資產、扣除人事

費用之營業費用三項變數。人事費用是投信業者最主要的支出費用，其中除了固

定行政人員薪資以外，主要費用發生於基金經理人薪資與銷售業務人員獎金，因

為基金經理人與銷售業務人員是投信業務推動不可或缺的要角；固定資產為業務

投入之設備以及房地產相關資產；最後一個變數：擷取扣除人事費用以外之營業

費用，意即其他業務活動支出之雜費。 

產出項變數為營業收入( 管理費、銷售費收入及其他費用收入之加總 )一項

變數。近來市場競爭緣故，銷售基金多半不收取銷售費用，甚至收取極少的手續

費，投信公司的營業收入以基金規模存量所產生之管理費為大宗，本文就以上收

入加總，以營業收入一項作產出項變數。 

第三節  Tobit截斷迴歸實證模型 

在完成效率評估後，將所求得之技術效率值（包含 與 ，以下均改稱
CCRθ BCC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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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作為被解釋變數，然後，利用迴歸分析來探討影響投信業者技術效率的因

素為何？McCarty & Yaisawarng（1993）認為，由於技術效率值 TE必然落於 0

與 1之間，且至少有 1家投信之技術效率值為 1，因此為一受限制的被解釋變數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若僅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LS）來估計，可能會導

致估計值漸近偏向於零（asymptotically biased toward zero）的情況（Greene, 

1981），故，應採 Tobit截斷迴歸模型。近年來類似研究，諸如Wang et al.（2003）、

Wang, Weng & Chang（2001）、Cheng, Wang & Weng（2000）、王國樑等（1998）、

Kirjavainen & Loikkanen（1998）等，亦多採用此方法，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進行估計。本文之 Tobit截斷迴歸實證模型設定如下式（7）： 

n,,2,1i,XTE ii
*
i KK=ε+β⋅=                                    （7） 

,1TE,1TE i
*
i =≥ 則若  

*
ii

*
i TETE,1TE =< 則若  

其中， 為真正的技術效率值，TEi為被截斷的技術效率值，當 大於

等於 1時，TEi均為 1；當 小於 1時，TEi等於 。Xi向量代表可能影響

投信業者技術效率值之解釋變數，β向量為其係數。εi為隨機干擾項，屬常態

分配。 

*
iTE *

iTE

*
iTE *

iTE

至於解釋變數的選擇，過去探討影響廠商經營效率的廠商別(firm-specific)因

素之實證文獻雖多，但有關投信業者的，國內外均不多見，本文考量我國投信業

者之經營特性後，歸納出下列五項解釋變數，包括：淨利率（A）；旗下基金規

模（B）；是否外資持股 50%以上（C），若外資持股 50%以上，則 C=1，若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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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C=0；是否為金控之子公司（D），若是金控之子公司，則 D=1，若不是，則

D=0；該投信非債券型基金報酬率（E）。有關各解釋變數預期之正負號及其理由，

解釋如下： 

一、 淨利率（A） 

淨利率乃營業淨利除以營業收入之百分比，也是評估一家公司之經營獲利

能力的指標。一般而言，淨利率越高的投信，表示獲利能力越卓越，故其

與技術效率間之關係應為正向。 

二、 旗下基金規模（B） 

投信公司最大宗的產品就是共同基金，若該投信旗下基金規模越大代表可

為公司所帶來的收入越高，故其與技術效率間應為正向關係。 

三、 是否外資持股 50%以上（C） 

我國金融市場日趨開放，在共同基金的領域許多先進歐美國家發展較成熟

許多，尤其前幾年我國投信紛紛吸引專業外國投資機構入股，希望藉由他

們專業經驗來提昇公司經營效率，故其與技術效率間之關係應為正向。 

四、 該投信非債券型基金報酬率率（D） 

投信旗下基金若有顯著的操作績效，就是最佳的宣傳利器，吸引大批投資

人申購，藉以增加基金規模，提高經營能力。故其與技術效率間應為正向

關係。 

五、 是否為金控之子公司（E） 

自金控法通過、金控公司成立以來，無不納入投信為金融版圖中一塊，除

了可以健全金融產品之平台外，並可透過金控旗下各個子公司發揮交叉行

銷之功能，達到綜效，使投信業者經營效率可以提昇。故其與技術效率間

應為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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