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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經營績效的定義 

績效在管理上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有關績效的衡量至今仍

相當模糊，有人以投資報酬及獲利率等財務指標作為績效衡量的

標準；也有人以生產力、組織承諾及員工工作滿意度等定性資料

來描述組織的經營績效。績效是一個管理上普遍應用的名詞，蓋

因管理的意義就在於藉由他人及團體的力量以達成組織的目

標，提升組織的效能。而這些都只是衡量績效的指標之一，換言

之，他們都僅代表了整體績效的某一構面而非整體績效的涵義。

目前雖然尚無統一的績效衡量標準，但一個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

共識，就是完整的績效衡量應包括定性與定量的衡量，亦即需涵

蓋數量與非數量上的衡量。 

所謂的績效，是指對於組織目標達成程度的一種衡量。但定

義中所指的「組織目標」，往往過於籠統與抽象，為更具體說明

組織目標的意義，通常會運用最明確的財務指標作為績效衡量的

代表。一般選用指標的方式又可分為兩類：一為選用單一指標，

一為選用多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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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用單一指標 

通常用來當作單一指標的財務性指標，如資產報酬率、業主

權益報酬率與市場佔有率等。選用單一指標的優點是可以一致地

的表達部門的作業績效，也較簡單明瞭，並可避免由單一指標轉

換成多項指標的主觀判斷。缺點是周延性不足，無法衡量組織各

層面整合的績效。 

二、選用多項指標 

若採用多項指標的主要目的在於避免單一指標周延性與客

觀性不足的缺點。但在評估各指標的所佔的權重之時，很難劃分

各指標的重要性高低，而影響評估結果的有效性。 

然而在銀行經營績效的衡量上，至今尚無一套公認的理論基

礎可為依據，到底是選用單一指標或是選用多項指標較好。本研

究為一致的表達各家銀行經營的績效，決定選用單一財務指標，

用財務比率衡量每家銀行的財務狀況以反映銀行日常經營的成

果，故將以財務資料作為分析與比較銀行績效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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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銀行經營原則 

銀行是重要的金融中介機構，經由出售負債（接受存款），

購買資產（貸款給他人）的資產轉換過程而獲利（Mishkin，

1995）。銀行一方面從社會大眾資金剩餘者吸收各類存款作為資

金來源，構成其受信業務；另一方面則將所吸收的資金貸放給資

金需求者，而構成其授信業務。在本質上，與一般企業僅僅以追

求最大利潤為目的相比較，具有相當大的差異。由於銀行本身業

務的特殊性與公共性，因此在利潤的追求中，為應付客戶提款與

借款的需求，銀行必須隨時保持適當的流動性；此外，由於銀行

的資金絕大部分來自社會大眾的存款，因此資金的運用必須確保

其安全性，避免遭受損失，以維護公眾的權益。本研究將過去的

文獻整理後歸納，銀行的營運須考慮安全性原則、流動性原則、

獲利性原則、效率性原則、成長性原則及資本適足性。 

一、安全性原則 

所謂安全性係指銀行的資本結構健全，償債能力良好，故又

稱為償債性。銀行之資產大多來自於存款，其自有資金之比例相

當低，資產價值相當比率的損失極可能影響其償還負債的能力。

因此，銀行須維持適當的自有資本比率，以提高財務結構的健全

性以及注意資產品質與風險的分散，隨時注意市場利率及匯率的

走勢，調整資產組合，以免因為資產的市場價值下跌而產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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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進而發生淨值為負數的週轉不靈危機。 

二、流動性原則 

所謂流動性係指銀行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資金需求，其所

持有可用的資金或可迅速變現的資產之多寡以及迅速向外借入

資金的能力而言。銀行的流動性資產除為了應付各項必要的業務

開支外，尚可應付客戶提取存款以及貸款需求。銀行為了維持其

流動性，在實際操作上，往往設定第一、第二、第三準備。在整

體營業方面，亦有依存放比率來自行規範，故維持適當的流動

性，為銀行健全營運的基本原則之一。 

銀行的流動性需要，主要來自存款與放款兩方面： 

1.存款的流動性需要 

所謂存款的流動性需要係為應付存款期限屆滿，或接獲顧客

提款通知之支付需要，又稱為「保護性流動需要」。 

2.放款的流動性需要 

所謂放款的流動性需要乃指為了應付貸款需求之季節性波動

或計劃性放款擴增，並維持與優良顧客之良好關係，所必須

保持的變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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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利性原則 

銀行為一營利事業，其資金運用除應保持流動性與安全性

外，亦與一般公司一樣，降低資金來源成本、提高資金運用收益

為銀行經營的努力目標。銀行每期所創造的盈餘，短期間除了反

應銀行的績效外，進而會影響銀行的信用地位；長期而言，會關

係著銀行的償債能力，決定其是否具備繼續經營的能力與價值，

對於銀行業的資金管理者，必須牟取盈餘目標的達成，以支付營

運成本與營業費用，避免發生虧損。同時，由於銀行負債比率通

常較一般產業高出很多，其財務槓桿風險相當高，經營業務自然

不應採取過分追求風險的態度，因此銀行的盈餘應以避免大幅度

的波動，維持穩定為宜。一般而言，銀行的獲利主要來自二方面，

一為存放款利差，另一為金融投資與金融服務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安全性、流動性與獲利性三者間存有替換關

係，以流動性與收益性而言，流動性越高的資產，其收益性越低；

反之，流動性越低的資產，其收益性越高。例如，現金是完全不

生利的，而長期放款的利息要較短期放款的利息要高。在就安全

性與收益性的關係而言，通常安全性越高的資產，其收益性越

低，如短期債券的利率低於長期債券，但其相對的風險也較小；

反之，安全性越低的資產，其收益性也越高，如長期放款之放款

期間長，不到約定到期日便無法收回本息，故相對風險較高，即

安全性低，然其收益性高。由此可知，流動性及安全性與獲利性

存有反向替換關係，即流動性、安全性高的資產其獲利性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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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之，獲利性較高的資產，通常流動性較低，而安全性也較

差。 

四、效率性原則 

效率性原則係指銀行的經營效率，亦即能以最少的投入，獲

得最多的產出。銀行效率性的衡量，可以從費用支出與其收入的

比率看出來，因為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吸收存款，然後再貸款出

去或從事投資，接受存款必須支付利息成本及相關管理費用，從

事放款或投資則可產生收入。若是費用支出與收入的比率越低，

表示銀行以較少的成本，而能獲得較多的投入，銀行的獲利能力

較高，經營績效也較好；反之，比率太高，較不具效率。因此銀

行對於其資金的運用與管理的制度，都必須加以重視，以提高銀

行經營之效率。 

五、成長性原則 

銀行為求永續經營，並能維持其應得的利潤，其業務量必須

持續而穩定的成長。因業務量的成長，不但可使本身獲利提高，

也表示經營規模的擴大與市佔率的增加。但是業務量的成長應事

先加以妥善的規劃，倘若業務擴張太快，低成本的資金來不及支

應而需借入高成本資金，將會影響銀行的收益與增加營業風險。

故銀行的成長，應就自身資金、市場利率與經濟情勢等，詳加考

量後，擬定最符合本身需求的成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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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本適足性 

銀行資本在意義上是銀行資金來源的一種，也是代表投資人

應享之股東權益或淨值，銀行資本具有兩項基本功能，其一為提

供銀行扮演資金媒介之功能及作為其他服務之基礎，另一為提供

發生意外損失的保障。「資本適足性」係指銀行的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比率的最低標準，由於銀行的財務結構特殊，其財務槓

桿之程度遠超過一般企業，其資金來源 90％∼95％，皆來自於負

債。所以各國政府皆會在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與獲利性的考量

下，限制銀行必須持有一定的資本比率。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BIS）

在 1988年時通過的巴賽爾協定（the Basel Accord）規定國際

性銀行其風險性自有資本比率到 1992年必須要大於 8﹪。我國銀

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為健全銀行財務基礎，非經中央主管機

關之核准，銀行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

凡實際比率低於規定標準之銀行，中央主管機關得限制其分配盈

餘。」故資本適足性攸關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用地位，且符

合該比率有助於從事國際性業務及國際化推展。此外，銀行有較

高的自有資產比率，可增加銀行承擔風險的能力，有助於銀行健

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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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 

本節主旨在探討國內外之相關研究，而有關銀行經營績效的

相關文獻相當多，且所選取的指標亦不盡相同，在銀行經營績效

的衡量上，至今尚無一套公認的理論基礎可為依據。經過本研究

之整理，國內外銀行經營績效文獻大致上可分為一、探討市場結

構改變對經營的影響或是不同屬性的銀行其間經營績效的差

異。二、對新成立銀行的經營績效之探討及新銀行或分行加入的

地區，對當地新舊銀行的影響。三、銀行之策略群組對經營績效

影響之相關文獻。四、探討銀行業失敗的原因或是如何從資產負

債表上的財務比率來區別出問題銀行與非問題銀行，進而建立金

融預警模型。雖然建立金融預警模型與本研究目的不一致，但方

式上均為以財務比率衡量銀行績效表現，頗具參考價值，故仍將

此類文獻置於本節內容中，以下將就這些文獻分別說明。 

一、銀行特性、經營型態與銀行經營績效之相關研究 

此部分列出銀行特性、經營型態與銀行經營績效的相關實證

文獻，並依國外與國內順序加以介紹。 

（一）國外相關實證文獻 

Wall（1983）以 1981年底資產總額在五千萬美元與五億美

元間的 114家美國的銀行為樣本，探討銀行規模、市場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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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的市場佔有率及資產組合的不同是否會造成銀行獲利能力

不同。研究期間分為1972-1977年及 1978-1981年兩個時期作比

較，分析銀行的經營績效。實證結果發現，造成各銀行獲利率差

異的主要原因是非利息費用以及其所持有的資產組合，而銀行的

規模大小及市場佔有率，對獲利影響並不大。 

Gardner(1984)主要是以 1978年至 1981年間，以美國成立

已滿三年之由少數民族所經營的銀行為樣本，以權益報酬率為應

變數，以八項財務比率及管理者的學經歷為自變數，進行管理績

效對獲利能力之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主要是運用財務比率與管

理者的特質，以找出少數民族銀行與非少數民族銀行間經營績效

的差異。實證結果發現，僅以財務比率所建立的模型其解釋能力

可達 50﹪以上。若加入管理者的特質，迴歸模式的解釋能力可提

高到 55﹪-60﹪，亦即管理者在財務領域的教育背景及商業放款

經驗，對銀行的獲利能力能產生顯著的影響。 

Meinster 與 Elyasiani （1988）對由 1978年至1981年，

在美國境內由外國人、少數民族及控股公司所經營之美國商業銀

行，研究經營績效及經營特質的差異。研究樣本包括 1984年底

外國人、少數民族及控股公司所經營之美國商業銀行共 1193家。

方法是以十六個績效衡量指標及十五個外生的控制變數為投入

變數，分別建立多條聯立方程式，並以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估計。

研究結果發現，外國銀行所擁有的美國銀行在提供社區需求及服

務的績效表現較佳，此外其流動性資產較少並且較依賴購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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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所以經營風險較大。黑人所擁有的銀行獲利性較差且對社區

的服務亦較差，主因其流動性資產較多且營業費用較高所造成。 

Elyasian 與 Mehdian （1992）分析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銀行

之生產效率績效，並與非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銀行之績效相比較。

研究選取 1998年 80個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銀行和80個非少數民

族所擁有的銀行做為對照銀行，研究方法以 ANOVA、K-W、Wilcoxon

檢定法檢定兩組樣本的效率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兩

組不同的銀行其效率並無顯著性差異，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銀行績

效滑落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位置因素和顧客群等管理人員可控制

的因素之外。 

Miller 與 Noulas （1996）針對較大規模的銀行探討其技

術效率，並考慮獲利性、規模、市場佔有率及地理位置對銀行效

率的影響。研究樣本以 1984年資產規模超過十億美元的銀行，

且 1990年仍存續的 201家銀行。研究方法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

（DEA）來評估銀行經營效率，再利用 DEA模式求出效率值，並

考慮獲利性、規模、市場佔有率及地理位置對銀行效率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所有銀行中，規模報酬的變異性小於純粹技術效

率。大部分銀行的規模都太大，正步入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較

大和較具獲利性的銀行具有較低的純粹技術效率。 

Bhattacharya， Lovell 與 Sahay （1997）欲了解印度自

由化期間的最初階段，印度的公營、民營及外商三種不同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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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銀行，處於自由化初期銀行管制改變的環境下，三種銀行績

效的變化。研究樣本選定1986年至 1991年，70家印度商業銀行，

419個決策單位。研究方法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來評估銀

行經營效率。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股東權益下，印度商業銀行在

研究期間的經營效率為以公營銀行平均效率最高，且效率的平均

變異最低；外商銀行及民營銀行的平均效率則較低，但外商銀行

在研究初期的效率是最低的。 

（二）國內相關實證文獻 

陳文斌(民 91)是以台灣區銀行經營績效之研究—以逾放比

為變項作為研究主題，評估銀行是否穩健的經營和經營績效的好

壞，並分析銀行的經營績效排名。研究樣本以民國87~89年底和

90年 9月底，33家上市櫃銀行的財務比率，運用因素分析的方

法，計算各家銀行的經營績效和排名。研究結果發現推估逾放比

的涵蓋範圍比較大，而且其他相關受影響的財務比率的差別也變

大，因此各家銀行差異變大，也就更可以有效的區別出各家銀行

不同的資產品質。所以，推估的逾放比對於銀行經營績效的評估

非常的重要。 

吳道凱（民 89）的研究樣本取自所有上市銀行之季報資料，

而以民國八十一年第二季，也就是新銀行全部成立之後，至民國

八十八年第二季作為研究期間。研究結果發現，負債比率、第一

準備率、稅前純益率、資產週轉率、放款及貼現成長率與利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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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支出比六項，可以作為代表銀行經營績效之指標。將各指標值

百分等級化之後，依各項指標之重要性給予適當權重，其中稅前

純益率佔 35.11%、負債比率佔 19.81%、資產週轉率佔 17.78%、

第一準備率佔12.12%、放款及貼現成長率佔9.39%、利息收入支

出比佔 5.81%，加總後可得到一經營績效分數，依此可評估各銀

行近年之績效表現。 

洪修遠（民 85）主要是研究商業銀行財務績效之研究－DEA

與因素分析法之比較。研究樣本選定自民國82年至民國83年台

灣地區 32家商業銀行（新銀行15家、舊銀行 17家）。研究方法

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來評估銀行經營效率，並將傳統財

務比率法中之因素分析法與 DEA加以比較，以印證DEA績效良好

的銀行是否符合銀行管理之原則。研究結果顯示財務比率之因素

分析法與 DEA相關。新銀行的資本適足性高於舊銀行，新銀行的

DEA總效率值及規模效率高於舊銀行，高 DEA總效率值之銀行在

規模效率及技術效率方面，皆高於低 DEA總效率值之銀行。 

李家德 （民 85）針對銀行業經營型態與經營績效關係進行

研究。研究樣本選定1989年至 1995年，主要是以本國一般銀行

為主，包含本國公營銀行、八十年開放銀行設立前已設置的民營

銀行及八十年以後才成立的新銀行。研究方法採用因素分析法來

評估銀行經營效率，萃取出收益性、安全性、流動性、成長性及

經營能力等經營績效構面。研究結果發現，總體經營績效，三型

態銀行有顯著差異，新民營＞舊民營＞公營，新民營銀行大於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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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銀行的原因在於安全性績效相對高出甚多，而公營銀行則是

在各項皆不顯著，故總體績效為最差。 

薛秀正（民 85）針對台灣地區公民營銀行經營績效進行比較

研究。研究樣本以 1993年至 1995年 71家銀行，研究方法以24

項財務比率作為研究變數，利用t檢定和無母數檢定進行各類型

銀行經營績效之比較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以下幾點：1.由於國

內銀行與外商銀行的限制較多且不同外商銀行間的差異很大，所

以本國公營銀行與外商銀行在台分行間的經營績效，並無顯著的

差異。2.本國民營銀行的績效優於公營銀行；新銀行的經營績效

也優於公營銀行。3.由於外商銀行在吸收存款上受到限制，造成

外商銀行存款的比率偏低，所以其存款準備明顯高於本國銀行，

也造成外商銀行的資金成本較重，使得外商銀行營業支出的比率

高於本國銀行。4.新銀行因為具有一百億新臺幣的資本額，而使

得新銀行的資產報酬率雖然與公營銀行無顯著的差異，其淨值報

酬率卻低於公營銀行。 

彭正浩（民 88）針對台灣銀行業多角化與其績效進行研究。

研究樣本選定民國82年至85年國內三十九家公民營銀行與三十

三家外商銀行，研究方法先以 Hirshman-Herfindhal指數來衡量

每家銀行之多角化程度，透過 Tobit Censored迴歸分析法，來

探討國內銀行業務多角化對其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銀行多

角化對其報酬率影響之淨效果，在 1993至 1995年間均呈顯著的

負相關，即銀行業務的多角化使報酬率下降，但 1996年起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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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多角化開始對其報酬率有正的影響。此外，業務多角化對

銀行效率的影響是負向的，即銀行因多角化關係使其資源使用過

於分散，而無法達到一定的規模與專業化，致使其效率表現受到

影響。 

李佳珍（民 88）進行台灣地區銀行績效評等之分析－以本國

銀行與外商銀行為例。研究樣本選定 1995年至 1998年，本國銀

行 33家及外商銀行在台分行 21家，共計 65家。研究方法主要

以財務指標為準則，進行因素分析。以 14個常用的財務比率變

數進行因素分析，選取特徵值大於 0.95之共同因素計 6個，其

解釋能力達 87.42%；至於變數之選取則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0.65

者為選取目標，共選取10個代表變數，共同變數之命名分別為：

獲利性、效率性、管理能力、流動性、資本適足性及成長性。研

究結果發現，本國銀行在效率性、管理能力及成長性方面是優於

外商銀行，但其獲利性、流動性及資本適足性卻較外商銀行為

差。就整體績效來看，則發現外商銀行之績效表現優於本國銀行。 

林佳靜（民 90）針對台灣地區銀行業經營績效進行評估與比

較。研究樣本選定自1998年至 2000年底 5家本國公營銀行、34

家新舊民營銀行及7家公營民營化之民營銀行，共計46家銀行。

研究方法先以因素分析萃取出因素，即代表影響該年度銀行經營

績效之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新民營銀行的加入，確實對銀行業造

成重大衝擊。而公營銀行的總體經營績效亦明顯較民營銀行為

差，顯示在激烈的競爭下，公營銀行的表現確實不如民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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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銀行與近幾年由中小企業銀行改制的商業銀行表現都

不佳。綜合以上所述，各家銀行在面對銀行業市場改變之際，似

乎應檢討其現有經營策略，來迎接產業結構變遷與因應銀行合併

風潮所帶來的挑戰。 

過慶（民 90）進行銀行經營績效與獲利能力之分析。研究樣

本選定民國 84年至89年間，本國一般銀行、中小企業銀行及外

國銀行在台分行。研究方法主要採用兩階段的 DEA模型來分析台

灣銀行業的經營績效與獲利能力。研究結果發現在民國 84年到

民國 89年間，公營銀行及外商銀行在經營績效和獲利能力方面

的表現均遠優於其他銀行。加入服務品質變數來衡量銀行績效

時，對於部分銀行的經營績效與獲利能力有明顯影響，尤其是大

規模的公營銀行（如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及新成立的民營銀行

（如第七商銀）。此外，在加入服務品質後，幾乎大部分的銀行

都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的狀態。 

二、新銀行開放後，對銀行經營績效影響之相關文獻 

此部分列出對新成立銀行的經營績效之探討及新銀行開放

後，對銀行經營績效影響的相關文獻，並依國外與國內順序加以

介紹。 

（一）國外相關實證文獻 

Alhadeff (1976)探討美國在 1948年至 1966年間成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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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在 1970年時的經營狀況，共選取 986家新銀行進行研究，

以銀行規模作為應變數，以各銀行平均客戶人數、銀行所在地區

的人口數、存款成長率、營業據點數及成立年數等五項變數為自

變數，以最小平方法（OLS）研究新銀行成長的模式。實證結果

顯示，此五項變數在解釋新銀行存款規模的成長能力為55﹪，此

研究為了增進模型的解釋能力，針對同質性高的銀行再進行研

究，發現其模型的解釋能力也隨之提高。 

McCall and Peterson （1977）研究在競爭者進入前與進入

後，對舊有銀行的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樣本選定以 1966-1969

年間有成立銀行或分行地區的42家舊有銀行為樣本，配對 42家

未有成立新銀行或分行地區的銀行為配對。研究方法是以 T檢

定、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新加入的銀行在限制設立分行的地

區，對當地舊有銀行的獲利率與存款利息政策有立即且持續五年

的影響。在較不限制設立分行的州，新加入者並無顯著影響，對

銀行設置分行限制較少的地區其經營績效較好。 

Arshadi and Lawrence （1987）主要是要建立銀行之多項

績效指標模式。研究樣本選定 1977年至 1979年成立的 438家新

銀行。研究方法採用典型規則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以分析這四項績效衡量指標與執行績效變數間的關

係。研究結果發現，在影響新銀行績效變數中，以營業成本最重

要，其他的還有銀行規模、銀行所處的地區和該地區的銀行家數

等結構性的因素。所以銀行經理人員，可透過抑制營業費用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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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存款成長兩項策略，來提高經營績效，而市場結構對新銀行的

經營績效也有顯著性的影響。 

（二）國內相關實證文獻 

陳衍宏（民 90）研究對象以1996年開始至 2000年底，台灣

地區上市上櫃銀行共 33家為樣本。選取對於銀行經營績效真正

具有代表性之財務比率，設計出本研究之銀行經營績效指標共20

項為研究變數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之結果為:一、銀行關係人

違法超貸對銀行之打擊甚大，故建議主管機關宜嚴加立法限制不

當交易，並加強金融檢查。銀行資產的品質與銀行獲利性息息相

關，政府與金融機構宜共同努力降低逾放。二、新銀行的績效有

朝兩極發展的趨勢。三、中信銀績效表現優異。四、公營銀行陸

續民營化，但民營化後整體的績效排名卻未見向上提升。 

曾雲蘭（民 81）主要是對銀行業市場結構與經營績效關係進

行研究。研究樣本選定民國77-79年 23家本國銀行及民國 83-85

年 40家本國銀行。研究方法採用因素分析，再將因素分析所獲

得之因素作為各銀行之經營績效變數。研究結果發現，在民國80

年底新商業銀行設立之前，台灣地區之銀行業仍屬於高度寡占的

市場，而整個銀行業乃是以公營銀行為主，尤其三家商銀幾乎占

本國銀行存、放款業務之三分之一，比例最高。公營銀行在資本

適足性與獲利上明顯低於民營銀行。綜合言之，公營銀行之經營

績效仍低於民營銀行，原因乃是公營銀行比民營銀行受到更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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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的束縛與管制。 

蘇千琇（民 85）應用財務比率評鑑台灣地區銀行經營績效。

研究樣本選定民國 78年至 83年，本國一般銀行、中小企業銀行

以及外國銀行在台分行。研究方法先以選取財務比率作為評鑑指

標，算出各銀行之加權績效分數，並根據各銀行所得之績效分數

進行排名及趨勢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以整體績效來看，本國銀

行優於外銀分行、新銀行優於舊銀行，而細究各構面，發現外銀

分行之流動性及資本適足性優於本國銀行，但資產品質、效率

性、收益性則較差，公營銀行之流動性、資本適足性、安全性及

成長性皆較民營銀行為差，但資產品質較佳。 

王士華（民 88）針對台灣地區新舊銀行經營績效進行比較研

究。研究樣本選定民國 82年至 87年在台灣地區營業的 32家上

市或上櫃新、舊銀行。研究方法利用 20項財務比率作為研究變

數，利用無母數檢定進行各項財務比率之比較與分析。研究結果

發現，獲利性方面，舊銀行在淨值報酬率高於新銀行；流動性方

面，新銀行的流動準備率高於舊銀行；資本適足性方面，新銀行

在自有資本比率高於舊銀行；成長性方面，新銀行成長性皆高於

舊銀行，整體經營績效方面，新銀行的加入，確實對銀行業造成

重大衝擊，除了在1997年經營績效較無差異，在1996年、1998

年或是三年平均的經營績效皆優於舊銀行的表現。 

童宗傑 （民 90）研究樣本選定民國 85年、87年及 89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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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信託銀行（81年改制）及 16家新銀行為樣本。研究方法主

要是先選定銀行業投入及產出變數，再以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建立效率評估模式，經由DEA中CCR模式求算個別銀行之總技術

效率，再透過差額變數分析（Slack Variable Analysis ）探討

相對無效率銀行其缺失所在，將過多的投入量減少及過少的產出

量增加。透過規模報酬分析求得個別銀行應擴張、維持或是縮減

生產規模，以提高經營效率。研究結果發現，新銀行之經營績效

與「每股盈餘」大致呈正相關，但未具有絕對關係。 

蕭建興 （民 89）運用多元準則評估法於新銀行經營績效評

估。研究樣本選定民國 83年至 87年財政部80年6月 26日宣布

獲准設立之十六家新銀行（泛亞、寶島兩家銀行除外）。研究方

法係運用多準則評估方法來進行評估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以獲

利性指標被認為最重要，權重佔 27%，其次為安全性指標，權重

佔 22%，再依序為效率性指標、成長性指標及流動性指標，則權

重分別佔 20%、16%及 15%。依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銀行從業人員

對評估新銀行經營績效的項目，以逾放比率最受重視，可見逾放

比率用於評估銀行經營績效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三、銀行之策略群組對經營績效影響之相關文獻 

自從Hunt於1972年研究美國家電業之競爭與市場績效的博

士論文中提出「策略群組」的觀念之後，便吸引了不少學者引用

此一觀念，針對不同的產業進行研究。而所謂策略群組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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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同一產業內，由一群追求相同的競爭策略且具有相似但不

完全相同特質的廠商聚合而成的群組。以下茲就時間先後順序，

將國內關於銀行產業的實證研究文獻摘要如下： 

陳家彬、許雯絞（民 85）進行台灣地區新商業銀行經營策略

之研究－策略群組模式之實證應用。研究樣本選定民國 80年至

83年間陸續獲准成立營運之15家新民營商業銀行。研究方法為

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和鑑別分析。再採用無母數的是－Whitney U

檢定來測試兩群組間的策略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二個策略群

組，群組一由7家新民營銀行組成，群組二由 8家新民營組成。

策略群間對環境的認知、所採行的策略及經營績效確實有差異存

在。 

潘永泰（民 86）進行國內銀行業之策略群組與財務績效關聯

性研究。研究樣本選定1996年國內 40家一般商業銀行。研究方

法採用主成份分析，進行財務資料差異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有

策略群組的存在，群組一成員多屬省屬行庫及績效較為不佳之新

設商銀，群組二成員主要為新設商銀與專業銀行，群組三成員較

為多元。群組間績效有顯著差異：除流動性指標外，其他三項指

標（獲利性、效率性、安全性）呈顯著差異，在群組間的比較部

分，群組二在獲利性與效率性皆優於其他兩組，安全性部分則以

群組一較佳。 

何浩文（民 87）針對民營商業銀行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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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究樣本選定1997年國內22家民營商業銀行。研究方法

是依據司徒達賢所提之六個策略構面為架構，並以財務績效指標

為經營績效指標，以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的關係來探究策略之效

用，並藉以確立出產業之移動障礙。研究結果顯示，在民營商業

銀行產業中，可以確認出幾個策略群組。不同的策略群組，在各

關鍵策略要素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各群組在績效總指標上有顯著

差異存在，各群組間存在著移動障礙。 

巫清長（民 89）對國內新民營商業銀行策略群組、組織結構

與績效關係進行研究。研究樣本選定 1999年國內新民營商業銀

行。研究方法先以集群分析對樣本銀行進行分群，做各群組、組

織結構與績效間關係的探討。研究結果發現，所採用經營策略的

不同將影響公司績效之表現，其中積極競爭群組的績效較佳、消

極反應群組的績效較差；分權化程度或整合性程度愈高，純益率

及資產報酬表現愈佳；正式化程度愈高，純益率與資產報酬率愈

高，而逾放比率則愈低。 

郭禮瑜（民 90）對台灣銀行業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進行研

究。研究樣本選定 2000年 53家本國銀行及 39家外國銀行在台

分行。研究結果發現，可分為三個策略群組：「穩健擴張」群、「專

注耕耘」群、「創新經營」群。「穩健擴張」群以蠶食方式地擴張

其版圖，亦即挾其雄厚資本來占滿通路之方式來經營，而在新產

品發展及業務多角化上則最為保守；「創新經營」群在資金來源、

新產品發展及業務多角化的值最高，營業收入不再只是侷限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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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利息收入，並且多方面地擴展營業收入；「專注耕耘」群在

大部分策略變數上都是居中的。 

四、金融預警模式的建立 

所謂金融預警制度係指利用科學化、有系統的方法，在銀行

經營逐漸惡化之初期，即能預先認定銀行財務危機之情勢，而能

提供金融主管當局、銀行存戶及銀行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注

意（蔡有財，1998）。由於在國外有所謂的「失敗銀行」，所以有

關金融預警模式的研究相當多，如 Robert Craig West(1985)、

Espahbodi（1991）、Hooks（1995）等人；而國內之研究主要在

建立評鑑模型，以區別銀行經營績效之優劣，茲將各研究者之研

究摘要如下。 

（一）國外相關實證文獻 

Meyer 與 Pifer(1970)由1948至1965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的年報，在失敗55家投保銀行中選出 39家銀行作為樣本，並另

外選出 39家健全銀行作為配對樣本，由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與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檢查報告中整理出 32種財務指標變數，利

用逐步迴歸選出解釋能力較高的變數。研究結果顯示預測銀行失

敗的領先時間為 1至 2年，大約有80﹪的正確區別率，而其迴歸

方程式的解釋能力高達 70﹪。 

Sinkey(1975) 以 1972年至 1973年間 110家問題銀行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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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利用多變量分析的區別分析法進行檢定，並建立區別模

式，將原始樣本重新分類。研究結果顯示用來衡量銀行特性的財

務指標在兩個群體間多有顯著的差異，可見用來區別問題銀行與

非問題銀行群體的良好因子，包括資產組合、放款特性、資本適

足性、收入來源及運用、效率性與獲利性等。此外，將原始樣本

重新分類的正確區別率隨著時間的接近，其正確率也逐漸提高。 

West(1985)研究對象以 1980至 1982年間曾接受堪薩斯

（Kansas）聯邦準備銀行業務檢查中且加以評等的1900家銀行。

研究方法以十九項財務比率為投入變數，利用因素分析法萃取出

八個共同因素，進一步利用 CAMEL的評等等級將樣本銀行分為問

題銀行與良好銀行兩群。研究結果發現所萃取的八個共同因素有

四個符合 CAMEL原則，即資產品質、獲利性、流動性與資本適足

性原則，表示因素分析結果可有效評估銀行的經營狀況並指出有

問題的銀行。此外，Logit模式的正確區別率高達89.2﹪，顯示

結合因素分析與 Logit模型可建立有效的金融預警模型。 

Pantalone 與 Platt(1987)以1983至1984年間一百一十家

倒閉銀行作為研究對象，並隨機選取了二百二十六家健全銀行作

為配對樣本，共收集五類十九項財務指標，利用Logit模式建立

金融預警模型。研究結果顯示，倒閉銀行前兩年模式的正確區別

率為 73.5%，而倒閉前一年的正確區別率則為 83.1%，與其他相

關研究相同，表示較接近倒閉時的財務資料，正確區別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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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hbodi （1991）先建立區別模型及Logit模型，以區別

出潛在問題銀行，並測試此二模型之區別能力。研究樣本選定

1983年倒閉的 38家銀行，以及其他類似的健全銀行。研究方法

先選出十三項財務比率作為研究變數，並以 t-test檢定樣本間

是否在各財務比率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區別模式對銀行

倒閉前二年及前一年的正確區別率分別為 84.28%及 86.3%，而

Logit模式則為 75.71%及87.67%，表示倒閉前一年之區別效果較

佳。所以此二模型皆可成功地區別出問題銀行，但理論上而言，

Logit模型仍優於區別模型。 

Hooks（1995）研究風險性資產的風險組合與銀行經營成敗

關係。研究樣本選定 1985年至 1991年間美國 FDIC的所有受保

銀行。研究方法以 1985年、1997年及 1989年的資料來預測

1986-1990年的失敗銀行。研究結果發現 Within Sample 

Information法較傳統風險預測而言，可以改善預警模型預測的

正確性，同時亦顯示預警模型係數估計及預測正確性會隨時間而

改變，以致難以對銀行投資的個別成分及倒閉缺失的不變性下定

義。 

（二）國內相關實證文獻 

陳瑞行（民 75）以民國72至 73年間的二十四家本國銀行、

二十五家外商銀行在台分行與七家信託投資公司，共四十九家金

融機構為研究對象，利用因素分析萃取各年度最具代表性之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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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研究結果顯示，由財務報表很難明顯找出問題信託投資公

司與全體信託投資公司的差異，亦即問題信託投資公司不適合作

為問題銀行的樣本。信託投資公司與一般銀行業務性質不同，不

宜將其納入金融預警模型。由於缺乏問題銀行樣本，所以僅採用

因素分析結果造成的指標找出較不安全的銀行，再根據事後的訪

問加以驗證，結論大致可以支持顯著銀行異於一般銀行。 

黃敏助（民 75）以 1982年底台灣地區的二十一家本國銀行

為研究對象，利用1978年至 1982年間的十六項財務比率作為研

究變數，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加以分析，進行銀行經營績效評鑑制

度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稅前純益率、營業利益率、營業成本

率倒數、固定資產週轉率、總資產週轉率、資金運用率、自有資

本率與第一準備率等八個財務比率，可強烈表現出銀行經營的特

質。 

許婉美（民 75）以國內十四家本國銀行為研究對象，蒐集自

民國 64年至民國 73年間的七項財務比率作為研究變數，分別利

用單變量與多變量的方法，以建立銀行資金管理績效模型。研究

結論為民營銀行資金管理績效優於公營銀行，且利用單一財務指

標及多種財務指標所建立的區別模型，均有助於管理決策者及投

資大眾於事前預測出銀行資金管理績效的改變，以便採取適當的

管理措施。 

魏國慈（民 75）以國內九家銀行及二十五家外商銀行在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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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研究對象，以民國 70年至民國 73年間的二十六項財務比率

為研究變數，利用因素分析與集群分析來進行銀行績效之研究。

實證結果發現，日商銀行之經營績效最高，其次是本國民營銀

行、美商銀行、歐商銀行與省屬三商銀。本國與日商銀行的經營

績效較為穩定，而來自於其他地區之外商銀行則變動較為頻繁，

顯示其經營績效較易受到環境的影響。 

中央存保公司（民 76）研究如何建立金融機構預警系統。研

究樣本以民國 74年台灣地區金融機構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先

蒐集 1985年的四十八種檢查資料指標與申報資料指標作為研究

變數，由四十八種指標中利用統計方法選出具有顯著區別「問題」

與「正常」金融機構指標後，再篩選出具有顯著性高而相關程度

低的變數，透過因素分析，求得各變數的權數。同時也利用上述

之變數，將選出之六個顯著性較高的指標建立區別模型，並與評

等模型評等之結果加以驗證。研究結果發現，建立的區別模型容

易受到樣本機構的個別影響。 

蘇一平（民 78）以建立的台灣金融預警模型，並加入銀行表

外資產與負債的風險因素考量，以鑑別出問題銀行。研究樣本選

定民國 74年至 76年國內全體銀行。研究方法以選取十九個財務

比率為研究變數，運用因素分析法共萃取出五個因素構面。此

外，並運用單變量及雙變量離位者分析法來找出問題銀行，亦即

從銀行財務報表中找出決定被測定銀行對於同業群是屬於極端

值者。研究結果顯示，用因素分析法所導出安全指標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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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且無法適切地表達銀行的安全或危險程度。而應用離位者分

析法，發現應收承兌票款與應收保證款項等表外資產與負債的風

險指標，的確能有效地分離出問題銀行，值得有關當局注意。 

簡秀瑜（民 82）研究金融機構的財務預警模式－區別分析、

LOGIT、COX比例風險模式。研究樣本以1992年美國儲貸銀行為

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是利用因素分析法客觀萃取具代表性且彼此

獨立的因素，當作績效指標變數，以建立預警模式。實證結果發

現：一、LOGIT模式的正確區別率最高，區別分析次之，COX比

例風險模式則為第三。二、COX比例風險模式之型 I誤差最低，

區別分析次之，LOGIT模式最高。三、依區別分析模式所獲得之

區別函數值，足以觀察個別銀行面臨經營危機之強度，從 LOGIT

模式則可直接得知銀行之倒閉機率，至於 COX比例風險則將倒閉

時間納入考慮，進一步提供銀行在各時點的生存機率。 

洪幸臨（民 83）進行銀行經營績效評鑑模型之研究。研究樣

本以民國七十八年至民國八十一年間，23家本國一般銀行作為研

究對象。研究方法先選取二十五種財務比率為研究變數，再進行

因素分析。再以所得之百分等位化因素分數之加權總和做為銀行

經營績效分數，以區分優劣程度。研究結果發現以下幾點：一、

採用加權百分等位因素分數作為銀行經營績效評鑑分數，更能反

應當年度經濟情況，使評等結果更具客觀性與可信度。二、本國

銀行經營績效評鑑模型宜採用LOGIT 模型來構建。三、採用逐步

選取變數來建立 LOGIT 模型較優。四、經比較加權效率性得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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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模型以本研究各年度資料測試，均得到不錯之結果。 

李婉慈(民 88)研究銀行往來關係與公司經營績效及財務危

機之關聯性。研究樣本選定以民國86-88年，已上市上櫃公司之

財務危機公司和財務正常銀行。研究結果顯示，危機公司往來之

本國銀行家數較多、往來銀行聲譽較低且銀行借款比重較高。危

機公司與銀行借款比重較大，往來關係較密切，銀行應該要發揮

監督的功能協助公司正常營運，但是搭配較多的往來銀行聲譽較

差，監督的動機和效率下降，整體而言無法發揮銀行監督的功

能。公司透過公開舉債向投資大眾籌募資金，至於銀行借款應具

備的監督功能，必須同時要搭配較少的往來銀行家數和較佳的往

來銀行聲譽才能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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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涵意 

從過去的文獻整理中發現對本研究有以下幾個涵意： 

一、經營績效指標的選定 

經營績效的衡量應包括定性與定量的衡量，亦即需涵蓋數量

與非數量上的衡量。所謂定性的衡量是指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

等方面的衡量；所謂定量的衡量是指財務指標方面的衡量，如營

收成長率、市場佔有率、利潤率及資產報酬率等方面的衡量。不

過，由於受限於資料取得的問題，加上銀行業經營環境特殊，故

本研究以公開上市上櫃的財務資料作為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指

標。 

為確保衡量的指標更具有代表性與完整性，本研究參考銀行

管理理論中銀行的五大經營原則，除了選取獲利性的指標外，並

考量流動性、效率性、安全性與成長性等方面的財務指標。因此，

本研究共整理出二十七項的財務指標，並將研究變數歸為六大

類。 

二、經營型態的劃分 

從國內外的文獻整理中發現，銀行經營型態的劃分的標準，

可分為以股權結構、地區、策略群組、成立時間先後及財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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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等類別作為劃分的標準。以股權結構劃分，將銀行分為公

營、民營銀行；以地區劃分，將銀行分為全國性、地區性銀行或

是本土與外商銀行；以策略群組劃分，依策略型態的不同來作分

類；以時間先後劃分，分為新、舊銀行；以財務比率高低作劃分，

例如以流動性高低，可分高流動性與低流動性的銀行。本研究主

要研究目的是探討新舊銀行經營績效上的差異，因此擬依據銀行

成立時間的先後做為劃分標準，將銀行的經營型態劃分為新銀行

與舊銀行兩大類，並研究兩者經營績效上的差異。 

三、研究方法的界定 

在研究銀行經營績效的經營文獻中，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有

因素分析、區別分析、LOGIT模式、最小平方法與迴歸分析等方

法。區別分析與LOGIT模式是運用在建立金融預警模型，預測哪

一類的銀行會陷入財務危機；而迴歸分析與最小平方法，主要運

用在分析某項變數與其他變數之間的相關性，例如經營績效與股

權高低是否有關係，因與本研究的目的不盡相同，故不列入本研

究的方法中；本研究將採用因素分析，作為衡量銀行間經營績效

差異的方法。 

四、研究期間的選擇 

在評估銀行經營的績效中，以國外的文獻而言，如

West(1985)、Sinkey(1975)等學者，研究方法主要是選用因素分

析法，研究時間的選擇是以二至三年為研究的範圍；國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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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洪幸臨（民83）、李婉慈（民88）等，研究時間的選擇也是以

二至三年為研究的範圍。本研究主要的目的除了比較各家銀行每

年短期績效的差異外，還要研究各家銀行長期經營績效的差異，

故本研究將以民國 88年至民國90年作為研究的範圍，同時兼顧

長期與短期績效的衡量，提高研究的正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