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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設計 

 

  本 章 將 依 據 第 �章 之 文 獻 探 討 ， 歸 結 出本 研 究的研究基 礎與 架 構。

其中共分四小節，第一節為研究假說，綜合各相關文獻研究內容，歸納

出可能影響金控公司績效之因素；第二節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樣本，以

及相關資料來源；第三節將針對各項研究變數，說明其操作上之定義；

在最後的第四節部份則將挑選合適的統計研究方法，用以驗證各項假說

是否成立，並提出更進一步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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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假說 

 

  根據前章之文獻探討，並配合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以財務角度探討我

國金融控股公司於經過近一年的磨合後，是否因合併而產生所追求的利

益；並嘗試了解各金控公司於財務績效上的差異性可能因素為何？並據

以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說。 

 

一、金控公司財務績效與其企業主體特性之關係  

     

由於我國金控法中規定，金控公司得以銀行、證券或保險業為

發起設立主體，使得各家金控公司於成立時其企業主體性質即有不

同，是否各金控公司之財務績效因此而受影響？對於此點在國內部

份，由於金控成立時間尚短並無相關研究結果；在國外實證研究

中，由於研究多以銀行為出發點研究其績效，故亦無一致的結論。 

如國內學者沈中華（民 90）以歐美 46國的金控公司資料比較

中發現，若金控公司以銀行為出發點，觀察其分別跨入證券業、保

險業及涉足不動產業時之績效表現，整體樣本平均之 ROA，以跨入

不動產業為最高、跨入證券業居次，而涉足保險業時所產生之效益

最低。 

我國目前金控公司之類型多以銀行為主體，惟各金控過去多為

財團形式，本已涉足各類型之金融產業，若欲探討如前述研究之關

連性，有分類之困難性，因此在配合國內金控產業環境之特性，本

研究將改為探討金控公司是否將因其發起設立主體性質之不同而

有不同的績效表現，並建立以下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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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說一：金控公司若以銀行為發起主體時，其較以保險或證券為

發起主體之金控公司有較佳之經營績效。 

 

二、金融控股公司之資產、資本規模、股東權益與財務績效表現之關係 

 

金融控股公司之資產及資本規模與績效之關連，目前國內外各

實證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除了因金控公司在資產的組成成份上包含

銀行、保險及證券等類型迥異之資產顯得複雜外，另外亦可能和研

究所選取之時間及當時產業環境等因素有關。對於績效和資產及資

本規模關係持正相關看法的研究有江婕寧（民91）以1999年至2001

年美國金控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金控公司總資產介於150億到300

億美元間時，其與財務績效呈現正相關，高於或低於此規模時，則

呈現負相關；陳淑玲(民90)以國內銀行為研究範圍，研究結果顯示

銀行的利潤效率性與銀行相對資產規模成正比，顯示資產規模愈大

的銀行其利潤效率性愈佳，究其理由大都偏向於認為資產或資本規

模大者代表可利用的資金也越多；就金控公司而言，其可運用於各

金控子公司的資源也愈多，除風險調整能力更佳外，亦可獲取更大

收益。 

而持反對論點的則有Berger, Mester and Loretta(1997)就獲利及

效率雙方面比較，結果顯示小銀行的獲利遠高於大銀行，一般說來

大銀行的成本效率較小銀行為佳，但差距並不大；陳寶瑞、曾文清、

郭秋榮(民90) 研究顯示美國銀行規模與獲利並無絕對關係，而大型

銀行的合併通常沒有規模經濟，甚至有輕微的不經濟。      

根據以上觀點，本研究欲就所選取的13家金控公司來看，是否擁有

較大的資產或資本或股東權益規模即可創造出較佳的財務績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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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立以下假說： 

 

假說二：資產規模較大之金控公司，其績效表現較佳。  

   假說三：資本規模較大之金控公司，其績效表現較佳。  

   假說四：股東權益規模較大之金控公司，其績效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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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  

 

  本研究的產業及各金控公司財務資料蒐集可分為三大類  

 

一、 各金控公司部份  

1. 包括富邦金控、國票金控、建華金控、國泰金控、中國

金控、日盛金控、華南金控、第一金控、新光金控、台

新金控、開發金控、復華金控、玉山金控、兆豐金控等

十四家金融控股公司民國 90年至 91年 12月，各金控

公司之公開說明書及財務報告書。  

2. 各家金控公司於公司網站所刊載之資料。  

 

二、 政府相關部份統計部份  

1. 財政部金融局統計室於網站編印之金融業務統計輯

要。  

2. 財政部保險司於網站所公佈之統計資料。  

3. 財政部證券期貨管理委員會於網站所公佈之統計資

料。  

4. 中央銀行統計局於網站公佈的金融機構重要業務統

計表。  

 

三、 期刊資料相關資料庫部份  

1.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2.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2002 信用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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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訊 92年 3 月號。  

4.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網站資訊王。  

5. 天下雜誌 92 年 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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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本節將針對各項變數，說明其在研究中之操作作性定義。 

 

一、金融控股公司之績效衡量指標 

對於應選取何種財務指標來衡量我國金控公司財務績效之相

關研究，由於金控公司本身特性為控股公司，其績效來源因組成成

份問題而分析較為不易，加上成立時間尚短，故國內目前應選取何

財務比率來衡量績效亦無一致的結論；而相關主管機關目前在對金

融控股公司監理方面所採用的衡量方式，仍為依各業別以往衡量指

標分開衡量。 

惟鑑於金控公司依法僅須提供合併報表資訊予一般大眾，相關

子公司資訊取得不易，故本研究將以各金控公司年度財務報表之次

級資料，選取一般用以衡量公司經營效益常用之指標，即「總資產

報酬率」、「普通股權益報酬率」、「獲利率」三項最具代表的財務績

效指標作為績效衡量的標準。另外，亦列出各家金控公司的稅後純

益數字，用以在做相關分析及解釋時使用。  

    以下即針對這三項指標說明其操作性定義： 

1. 總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Total Assets，ROA） 

   總資產報酬率是稅後淨利除以期末資產總額後的比率。可用

以衡量金控公司整體資產總投資的獲利能力。 

期末資產總額

稅後淨利
=ROA  

其比率愈高代表相關子公司經營成效及金控公司本身財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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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愈佳。 

2. 股東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Common Equity，ROE) 

     股東權益報酬率等於稅後淨利除以股東權益，代表股東所能

獲得投資酬率。 

股東權益

稅後淨利
=ROE  

其比率愈高代表了股東所投入之資金可迅速回收的可能性較高。 

3. 獲利率 

     獲利率等於公司稅後淨利除以營業收入。可了解金控公司在 

   擴大經營規模增營業收入後，是否真正有獲得利益，避免空有龐 

   大營業收入，卻無實質獲益的情況                                                                                                                                                                                       

營業收入

稅後淨利
獲利率 =  

 

二、影響金融控股公司績效之變數 

1.金融控股公司企業主體之型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假說將金融控股公司之企業主體型態分

為三類，分別是銀行型、保險型及證券型三類。各類型之分類方

式為依金控公司長期投資股權結構中，何種類型所佔比率最大為

依據。其中銀行分類中包括商業銀行、工業銀行；證券分類部份

則證金公司、票券公司、證券公司等；而保險公司分類則含人壽

保險、產物保險等。本研究將設定虛擬變數來表示金融控股公司

之型態以利研究進行，如銀行型設定為０，保險型設定為１，而

證券型設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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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金融控股公司規模 

     在衡量金融控股公司規模時，由於本研究將分別就資產規模

及資本規模分別討論，但為避免變異數過大，將分別對資產及資

本取 Log加以標準化。 

   金融控股公司資產規模=Log（總資產） 

   金融控股公司股東權益總額規模=Log（股東權益總額） 

   金融控股公司資本規模=Log（資本） 

 

  3.金融控股公司的投資報酬率 

     在計算金控公司的投資報酬率時，以選定的特定日股價及金

融股指標做為比較基準；而本研究擬仿事件研究法的精神，選擇

一般人常用於比較的特定日期做為依據，其日期分別為掛牌日、

自掛牌持有 30日、自掛牌持有 90日、自掛牌持有 180日、91年

年底、92年 4月 30日等六個日期，分別計箅就股價及相對金融

指數之期間報酬率，其方法如下： 

   1−=
掛牌日股價

日股價自掛牌日起第
天之股票報酬率持有

X
X  

   

掛牌日相對金融股指數

日相對金融股指數自掛日起第

掛牌日股價

日股價自掛牌日起第
天之相對報酬率持有

X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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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自金控公司的相關法令通過，允許金融業跨業合併經營

開始至今，金融市場一共已成立了 14 家的金控公司，但由於

各家金控公司成立時間前後不一且成立的時間尚短，就某種

程度來說，各金控公司可能均未完善的將內部資源有效整

合，而無法呈現各自最佳績效；但本論文仍希望能提供給所

有金控公司的利害關係人們有所參考。  

  另外，本研究雖有金控公司的樣本數不足及資料蒐集上

的限制，但期望藉由多變數統計分析方法的輔助，如迴歸分

析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了解金控公司所屬特性與績效之

關聯性。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詳述如下 (請參見圖 4-1)：  

 

一、資級資料蒐集與整理  

    本研究所需之相關資料包括各金控公司民國 90年及

91年之各季及年度財務報告書、股東會年報，從財務報

告書中擷取財務報表及長期投資明細表，獲得各金控公

司之實收資本額、資產總額、稅後淨利、普通股權益、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長期投資淨額、長期投資收益等

基本資料；股東會年報及臨時股東會報告則提供了解各

金控公司之股東結構及重大合併事項，另亦包括打銷呆

帳及提列準備金狀況等資訊；還有各金控公司之股價及

金融股指數亦為蒐集範圍，以與績效表現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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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統計分析  

    有了整理後的基本資料，接著參考第三節「研究變

數的操作性定義」的公式，即可以基本的數學計算與統

計分析方法求出下列資料以作進一步分析。  

 

  1.求出各金控公司於民國 91 年 12月 31 日時之 ROA、

ROE、獲利率。  

  2.求萛各金控公司之實收資本額、資產總額。並為消除各

金控公司變異之影響，對所求箅之資本額取自然對數

加以標準化。  

3.金控公司的型態。此部份依據主管機關對各金控公司申

設立主體之認定，在依主管權責劃分監理單位認定

之；如富邦金控因其發起設立主體公司為富邦產物，

原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保險司，故依據金控公司金檢原

則，隸屬保險司進行金檢；另外如兆豐金控之主體為

交通銀行，故為銀行類型之金控公司，隸屬中央銀行

和財政部金融司管轄；而復華金控因發起公司為原復

華證金公司，故為財政部證券期貨管理委員會監理，

其他金控公司依此原則認定所屬型態。本研究針對金

控公司型態設定變數加以分別表示；即銀行型態之金

控公司設定虛擬變數為 0，保險型態之金控公司設定虛

擬變數為 1，證券型態之金控公司設定虛擬變數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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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績效總指標之建構：主成份分析  

    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係將 K 個

行為變數 (X1  ,X2 ,… , XK)建構為一個總指標 (Y)的統計方

法，該方法保留第一個成份，放棄其他較無解釋力之成

份，此一最有解釋力的成份即為總指標。總指標為行為

變數的線性組合，彼此並非相互依存關係，故無解釋變

數及反應變量的分別。主成份分析的目的可分為最終目

的及中介目的，剛好可配合本研究的需求，在最終目的

方面，可運用總指標分析綜合探討金控公司在四個變數

上的差異，而無需就個別變數值逐一探討；而於中介目

的方面，則可以總指標對其他變數進行交叉分析，以產

生策略意涵。  

    在實際作法上，我們可以前一步驟所求算出各金控

公司的 ROA、ROE、獲利率，透過主成份分析法建構出

一個金控公司績效總指標。  

 

  Y=W1Z1+W 2Z2+ W 3Z3 

    P=100/（1+e-Y）  

    Y：為金控公司績效總指標  

  P：經由邏輯轉換之金控公司績效總指標分數  

  W1 ~ W３  ：為各變數經由主成份分析後，所得之權重  

  Z1：為各金控公司之 ROA。  

    Z2：為各金控公司之 ROE。  

  Z3：為各金控公司之獲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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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控公司性質特性分群與績效之關聯：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主要是透過兩組或兩組以上，不

同類別間變異數之差異來推估不同類別間平均值之間是

否具有顯著差異。藉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本研究即可

檢定由主成份析法所得到的績效總指標與金控公司就性

質變數分群後之關係，並得知由於哪些該變數特性是否

而造成績效的不同。  

 

五、 金控公司特性分群與績效之關聯：迴歸分析及 T 檢定  

    由於金控公司在資產、資本及股東權益總額差距極

大，若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法，有可能使得分組後，

某一組之資料僅有一家金控公司，而無法運用該方法；

故擬以迴歸分析的方式，以求出各特性變數與績效指標

間是否具有一定趨勢，再以各特性變數平均值做為分界

點，利用 T 檢定加強證明，其規模大者是否具有顯性優

於規模小者之績效。  

 

六、 金控公司股價表現與績效之關聯：相關分析  

    事實上，影響股價表現的原因眾多，績效僅是其中

一項而已，但對於投資人來說，若能謹慎選擇，投資於

經營績效較好之金控公司亦是較佳方式。故利用所求得

之各項投資報酬率排名，與總指標進行相關分析，以了

解有多少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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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資料蒐集與整理

金控公司績效總指標之建構

主成份分析

金控公司特性分群與績效之關係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基本統計分析

圖 4-1　實證流程

金控公司特性分析

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