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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主要針對台灣本地銀行業的國際化程度，亦即其赴海外設立分

支機構對其企業整體經營績效之影響作一個比較深入的探討，所採用的資

料為 2002 年至 2005 年台灣本地銀行的國際化變數及經營績效的追蹤資料

（panel data）進行分析。所謂 panel data 係結合橫斷面（cross-section）及

時間序列（time-series）兩種資料而來，由於橫斷面資料具有表達不同樣本

間特性的優點，但缺乏各樣本的時間動態性質；而時間序列資料則具有時

間序列的動態性質，但缺乏不同樣本間特性之表達，因此結合橫斷面及時

間序列的追蹤資料則兼具二者的優點，Hsiao（1986）認為使用 panel data

有下列優點：1.對於經濟個體間之異質性，panel data 分析法可有效地使估

計模型產生偏誤現象獲得解決。2.使用 panel data 可降低變數間之共線性問

題，同時擁有較多的自由度。3. panel data 分析法能有效率的衡量時間序列

資料及橫斷面模型分析中所無法單獨檢定的效果。4.相較於橫斷面資料分

析，panel data 對於動態調整的研究更具有能力。 

    台灣本地銀行自 1991 年開放民營銀行之設立，新銀行的設立，帶動

十多年來台灣銀行業的激烈競爭，本地銀行家數在 2000 年及 2001 年達到

高峰達 53 家，但銀行間的過度競爭與亞洲金融風暴的影響，使得獲利情

況大幅衰退，於是政府進行了一連串的金融改革，鼓勵金融機構大型化，

對於金融機構合併給予獎勵，並於 2001 年制定通過金融控股公司法。本

研究期間銀行獲利已由 2002 年配合 258 政策打銷呆帳，認列損失的谷底

漸漸好轉，台灣本地銀行家數亦由 2002 年的 52 家減少至 2005 年底的 45

家，由於每年度的銀行家數並不相同，因此本研究係以不平衡追蹤資料

（unbalanced panel data）進行研究分析，其同樣具有追蹤資料的優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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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更多資訊，有利於提高樣本數與自由度，減少變數間共線性的問題，並

可降低估計上的偏差與錯誤，使估計結果更為正確，而且在實證模型的採

用上具有更多選擇。 

同時根據本研究文獻之整理中有關國際化理論與實證研究，可歸納出

影響銀行經營績效的主要變數，包括企業的國際化程度相關變數、廠商特

性與時間等因素，由於存在多個解釋變數，因此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中

的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同時透過計量上的檢驗

方法，來驗證模型的正確與否，藉以提高本研究結果的可信度。雖然對 panel 

data 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進行迴歸分析，易忽略廠商之間的差異，可能造

成異質性偏誤（heterogeneity bias）的問題，則以計量軟體異質變異修正後

之估計結果進行分析，同時透過迴歸分析中的檢驗方法，來驗證模型是否

正確，是否有遺漏重要變數，有無自我相關或線性重合等問題，藉以提高

本研究結果的可信度。 

 

 38



國際化程度對銀行經營績效之影響—以台灣本地銀行為例                               

 

第二節  實證模型設定與資料來源說明 

一、實證模型設定 

    本研究係結合橫斷面及時間序列所結合的不平衡追蹤資料，其優點是

相較於橫斷面與時間序列兩種資料，追蹤資料包含更多資訊，有利於提高

樣本數與自由度，減少變數間共線性的問題，並可降低估計上的偏差與錯

誤，使估計結果更為正確，而且在實證模型的採用上具有更多選擇。如同

文獻回顧中 Grant（1987）選取 1972-1984 年間，304 家英國大型製造業作

為樣本，Olusoga（1993）以 1987-1988 年間 450 家美國企業為研究標的，

以及余慈蕙（2004）則以 1998-2002 年之台灣非金融業為樣本，進行國際

化與經營績效之分析研究，上述學者均採用追蹤資料進行分析。 

就台灣本地銀行現況分析中，海外分支機構之設立對總行整體營運似

有正面的效用，換言之，銀行國際化應對其營運績效有所助益。在進行實

證模型探討銀行國際化程度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就必須控制對績效影響

最大的規模與經驗等廠商特性因素以及外在因素，所以假設廠商績效將受

到國際化程度、廠商特性與時間，以及利率及物價等因素影響，在綜合以

上各個重要變數假設的探討後，本研究可設下列關係式： 

),,,,,( TCPIRREXPTASTINTfPERF =                       （1） 

第（1）式中，PERF 代表銀行的經營績效，本研究將以 ROE 與 ROA 等財

務性指標加以衡量； INT 則為國際化程度變數，擬以海外據點占總據點、

海外營收佔總營收、海外資產占總資產及海外員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等比

率之國際化變數加以衡量；廠商特性變數則以代表規模的資產（TAST）與

成立迄今的經驗值（EXP ）作為衡量，T 則表示 2002 至 2005 年；RR以央

行重貼現率；CPI 則為消費者物價指數。第（1）式可進一步表示如後：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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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i 在 t 期之績效迴歸方程式如下： 

tititi

tititititi

TCPI
RREXPTASTINTPERF

,,6,5

,4,3,2,10,

εαα
ααααα

+++

++++=
                                （2） 

    相對於時間序列或橫斷面資料，使用 panel data 更能降低估計的偏

誤，減少解釋變數共線性的問題，而且可以減低參數估計的誤差提供更完

整的訊息。為避免內生性問題，設一迴歸式，對解釋變數國際化指標採取

前一期的資料，但績效採用為當期資料，以解決內生性問題。即為避免內

生問題造成（2）式中估計所可能的偏誤而設立模型（3）如下： 

tititi

tititititi

TCPI
RREXPTASTINTPERF

,,6,5

,4,3,2)1(10,

εαα

ααααα

+++

++++= −
                            （3） 

其中 i 為台灣本地銀行，t 代表時期， 0α 是常數項， ti ,ε 則為誤差項。第（3）

式的實證估計模型為 OLS 的迴歸模型。此模型是使樣本觀察值與估計值差

異的平方和為最小的估計法。為使最小平方法的估計能更精準，所以本研

究將採用計量檢定方法--RESET 檢定、線性重合檢定以及 LM 檢定，來檢

定本研究模型是否有遺漏重要變數、有無自我相關、有無線性重合等問

題，以期本研究之模型更具正確性。 

    本論文探討銀行國際化程度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所謂績效係指對於

組織目標達成程度的一種衡量，雖然績效衡量指標有許多種，但財務指標

普遍為學者所採用，它可以用來衡量每家銀行的財務狀況以反應銀行日常

經營的成果，如 Grant（1987）、Olusoga（1993）、Sullivan（1994）、喬友

慶等（2002）、吳建良（2005）等，故本研究將以財務指標作為分析與比

較銀行績效的主要依據，因此銀行績效則以 ROA 與 ROE 進行衡量， INT

則為國際化程度相關變數，擬以海外據點占總據點、海外營收佔總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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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產占總資產及海外員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等國際化變數加以衡

量，由於本研究因為金管會中有相當完整之研究資料、數據與統計資訊可

運用，但因各銀行的海外分支機構營運狀況資料，在 2001 年以前的資料

並不完整，又為避免內生性問題，對於解釋變數國際化指標係採取前一期

的資料，而績效採用為當期資料，因此本研究係以 2002 至 2005 年的資料

作為研究範圍。相關實證模型的解釋變數組合如表 6。 

表 6：各實證模型的解釋變數組合 

模型  解釋變數 

模型 1 
(ROA) 

 國際化程度--海外據點占總據點、銀行資產總額、經驗值、時間、
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2 
(ROA) 

 國際化程度--海外據點（不含海外辦事處）占總據點、銀行資產
總額、經驗值、時間、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3 
(ROA) 

 國際化程度--海外營收佔總營收、銀行資產總額、經驗值、時間、
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4 
(ROA) 

 國際化程度--海外資產占總資產、銀行資產總額、經驗值、時間、
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5 
(ROA) 

 國際化程度--海外員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銀行資產總額、經驗
值、時間、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6 
(ROE) 

 國際化程度--海外據點占總據點、銀行資產總額、經驗值、時間、
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7 
(ROE) 

 國際化程度--海外據點（不含海外辦事處）占總據點、銀行資產
總額、經驗值、時間、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8 
(ROE) 

 國際化程度--海外營收佔總營收、銀行資產總額、經驗值、時間、
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9 
(ROE) 

 國際化程度--海外資產占總資產、銀行資產總額、經驗值、時間、
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模型 10 
(ROE) 

 國際化程度--海外員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銀行資產總額、經驗
值、時間、央行重貼現率、消費者物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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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來源說明 

本論文探討銀行國際化程度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關於經營績效部份

係採 ROE 與 ROA 等財務指標加以衡量，由於財務指標可以用於衡量每家

銀行的財務狀況以及反應銀行日常經營的成果，故本研究將以此財務指標

作為分析與比較銀行績效的主要依據。INT 則為國際化程度相關變數，按

文獻回顧中聯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2005）、Grant al et.（1988）、Olusoga

（1993）等人所採用的國際化指標，以海外據點占總據點、海外營收佔總

營收、海外資產占總資產及海外員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等國際化變數加以

衡量。本研究係以 2002 至 2005 年的資料作為研究範圍，但避免內生性問

題，對於解釋變數國際化指標係採取前一年的資料，而績效採用為當期資

料。 

有關各變數的資料來源，本國銀行總行的相關資料—如營業收入、資

產總額、淨值、稅前損益、ROA、ROE 等資料，以及海外分行的營收資料，

均係採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統計室編印之《金融業務統計輯要》

各年度資料彙整而成。而有關海外分支機構數及其型態、國內分行家數，

及海外分支機構之營運狀況及其員工人數，則是從金管會銀行局統計室編

印之《基本金融資料》各年度資料及銀行局網站統計資料整理而來。惟該

資料中有關辦事處部分，並因無個別獨之營運資料及員工人數，由於辦事

處主要作用在於對總行的客戶進行聯絡及延攬業務，以及推行公共關係等

工作，所需人員少，但每一辦事處至少設有一代表人，故假設每一個辦事

處設有員工 1 人來進行分析。 

此外有關代表銀行經驗值的成立時間及消費者物指數（Consumer Price 

Index，CPI）則是依銀行局網站之金融機構基本資料查詢及統計資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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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金融暨經濟發展重要指標」而取得，6部分銀行因被合併致使銀行局

資料庫上無相關資料者，則至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該銀行

之成立時間等相關資料。7另有關央行重貼現率（rediscount rate），則是取

自於中央銀行網站之統計資料。8

有關各別銀行之總員工人數，由於在中央銀行及銀行局均無公開資

訊，惟中央銀行所編製的《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列有各銀行平均每人

稅前損益，因此，台灣本地銀行員工人數係由中央銀行所編製的《本國銀

行營運績效季報》當中有關各銀行平均每人稅前損益（稅前純益 / 員工人

數）與稅前損益相除而推估出來的次級資料。 

 

 
6 銀行局網站：http://www.banking.gov.tw/。 
7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 
8 中央銀行網站：http://www.cb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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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變數說明 

    在探討銀行國際化程度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其中主要變數為國際化

指標，但對於績效影響最大的規模與經驗等廠商特性因素亦須加入控制，

而利率及物價等因素亦為影響銀行績效之變數，因此假設廠商績效將受到

國際化程度、廠商特性、時間、利率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有關本研究實

證變數說明如下： 

首先，關於經營績效部份係採 ROE 與 ROA 等財務指標加以衡量，由

於財務指標可以用於衡量每家銀行的財務狀況以及反應銀行日常經營的

成果，普遍為學者所採用，如 Olusoga（1993）、Delios & Beamish（1999）、

Sullivan（1994）、吳建良（2005）及余慈蕙（2004）等，故本研究將以此

財務指標中的 ROE 與 ROA 作為分析與比較銀行績效的主要依據。本研究

所採行報酬率均為稅前損益資料。資產報酬率（ROA）之計算公式：稅前

淨利／資產總額，係用來衡量每單位資產所能賺得之稅前淨利，可用於評

估銀行管理能理及經營績效，資產報酬率愈高（低），表示營運績效愈佳

（差），其為衡量銀行投資報酬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股東權益報酬率

（ROE）之計算公式：稅前淨利／股東權益，用來衡量每單位股東權益所

能賺得之稅前淨利，股東權益報酬率愈高（低），表示股東投資回收率愈

高（低），股東權益報酬率亦可用於相同銀行之比較，作為同業間相對表

現之評估。 

 所謂國際化是廠商在其各種營運活動往國外發展的一種行為，

Annavarjula & Beldona（2000）以海外生產、擁有海外資產，以及管理風

格、策略及結構是否傾向國際化導向等觀點來定義廠商國際化。就銀行業

而言，自 1960 年代以來，跨國性經濟活動日益興盛，多國籍企業迅速擴

張，國際性銀行亦蓬勃發展，而國際性銀行一般所指的是銀行業務國際化

現象及國際銀行業務之參與、或是機構面的國際化，亦即在兩個以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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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分支據點的行為。由於現有資料中有關銀行業務國際化現象及國際銀

行業務之參與無明確可供參考之資料，因此本研究所定義的國際化係指機

構面的國際化而言。 

 有關國際化之衡量指標，本研究採用聯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2005）、

Grant al et.（1988）、Olusoga（1993）等人所採用的國際化指標：國外資產

與總資產、國外銷售量與總銷售量及國外員工與總員工比率以及國外分支

機構佔總分支機構之比率作為衡量。但由銀行海外分支機構有數種型態，

包括分行、辦事處、其他子銀行及其分行等，由於辦事處之設立，主要在

對總行的客戶進行聯絡及延攬業務，並作為設立分行的準備，對全行的營

運應有所助益但並無單獨營收，因此針對機構數部分設定二個變數，一為

FFMR1 海外之分行、辦事處及其他機構佔總機構數的比率、FFMR2 海外

之分行與其他機構佔總機構數的比率。 

    從過去文獻資料整理中僅有 Collins（1990）研究美國企業的在開發中

國家的海外投資績效較差外，Michel & Shaked（1986）的研究顯示美國的

國際企業與美國國內企業的績效並無顯著差異外，其餘的文獻大多顯示廠

商的國際化程度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多為正面。所以國際化程度高除代表廠

商本身競爭力較高外，銀行的海外據點應能為銀行帶來更多的營運收入與

利潤，注入更多國際資訊與文化學習而有利於其利潤之提升。而從台灣本

地銀行 2005 年的資料分析中，海外分支機構多獲有淨利，故其設立應對

總行整體營運有正面的效用，換言之，銀行國際化應對其營運績效有所助

益。所以本研究預期銀行的國際化程度越高，應越有利於銀行的經營績效。 

    有關控制變數銀行規模，本研究係以銀行總資產作為代表，Leung & 

Young（2002）研究認為總行資產規模及分行機構數目對銀行績效有正向

的影響，吳建良（2000）將銀行之資產規模列為控制變數，其結果並顯示

銀行資產規模愈大（小），其財務績效表現愈佳（差），一般而言，銀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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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模經濟非常重要，其規模越大，越有利於成本的降低與新金融商品的

研發，因此對績效的影響預期為正向關係。 

    另一個影響銀行績效即為經驗，一般而言，銀行的歷史越久，成立的

時間越長，則代表經驗越豐富，其經營能力越好，且金融業提供無形的金

融服務，是高度強調「信用」的產業，所以歷史越久，也代表銀行的獲利

能力越佳，其經營績效越好，如 Leung et al.（2003）進入時間或成立年限

作為解釋變數，而 Ayadi et al.（1998）研究結果亦顯示：銀行經營效率與

銀行年齡呈高度正相關，且存在著學習曲線。但由於台灣在 1991 年才開

放私人銀行設立，過去的老銀行普遍存在績效不彰的現象，缺乏積極創新

的精神，可能致使銀行成立時間所計算的經驗值與財務績效成反向變動。

因此就台灣本地銀行而言，銀行的歷史（或經驗）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並不

確定。 

    本研究中加入了時間變數，其主要在捕捉與時間相關但其他解釋變數

無法捕捉的趨勢效果，例如政府在 2002 年提出「258」口號，即兩年內銀

行逾期放款比率降至 5％、資本適足率達到 8％，各銀行積極配合打銷呆

帳，使得 2002 年獲利大幅衰退，以致當年度全體本國銀行稅前損失高達

新台幣 1,046 億，較前一年度的稅前淨利 576 億元相差甚鉅，且半數以上

的銀行均呈現稅前損失狀態，此一政策過後，銀行獲利表現漸漸轉佳。時

間變數對銀行績效可能有影響。另外本研究亦加入對銀行財務績效有相當

響影程度的中央銀行重貼現率及消費者物價指數。 

    所謂重貼現率（rediscount rate）係指當市場資金不足，銀行可用辦理

貼現業務所持有之合格票據向央行重貼現以取得資金，該貼現率即稱重貼

現率。其為中央銀行三大政策工具之一，央行提高重貼現率，在理論上會

造成市場短期利率和重貼現率的利差縮小，銀行會將手上欠央行的錢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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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清，達成緊縮銀根的效果，但是，實際上重貼現率只是央行宣示的一項

工具，亦為觀察央行貨幣政策之重要指標，如央行調降重貼現率，表示其

貨幣政策趨於寬鬆，預測市場利率最好的先行指標。 

    由於近幾年中央銀行為振興景氣，採寬鬆貨幣政策，由於央行重貼現

率引導了市場利率走向，中央銀行自 2001 年起，由於受全球景氣持續趨

緩影響造成外需持續疲弱，為提振民間消費與投資，不斷地調降重貼現

率，引導銀行業調降放款利率，9自 2001 年央行重貼現率由前一年的 4.625

％降為 2.125%，一年間降幅高達五成四，2003 年更調低至 1.375％，近二

年則微幅上調至 1.75％及 2.25％。而重貼現率高低對銀行經營績效亦有一

定的影響，故加入本研究變數。 

    所謂消費者物價指數係指由消費者的立場，來衡量財貨及勞務的價

格。一般而言，CPI 若持續上揚，代表通膨有升溫跡象，在相同的所得水

準下，民眾購買力將隨物價上揚而下降，影響層面相當廣泛；也因此各國

央行皆以控制通膨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之一。在實際應用上，CPI 是一項

很重要的通膨指標，一般通常會研究指數相較於上月及去年同期的變動，

來判斷通貨膨脹的狀況。而消費者物價指數上漲會使得名目所得及收益提

高，應此對銀行財務績效應有正向的關係。相關實證變數說明如表 7。 

 

 

 

 
9 中央銀行 2001 年 12 月 27 日發布之中央銀行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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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實證變數說明 

英文 

代號 
  變數說明 平均值  標準差  

預期影 

響方向 

ROA   
資產報酬率（％） 

稅前純益／總資產 
-0.1231  2.41   

ROE   
淨值報酬率（％） 

稅前純益／淨值 
-3.6971  46.64   

FFMR1t-1   
國際化指標 1 

含辦事處之海外機構數／總機構數 
0.0478  0.10  + 

FFMR2 t-1   
國際化指標 2 

不含辦事處之海外機構數／總機構數 
0.0303  0.08  + 

FASTR t-1   
國際化指標 3 

海外資產／總資產 
0.0244  0.05  + 

FRENR t-1   
國際化指標 4 

海外營收／總營收 
0.0154  0.04  + 

FLBR t-1   
國際化指標 5 

海外員工人數／總員工人數 
0.0173  0.04  + 

TAST   銀行總資產（億元） 5011.11  5605.69  + 

EXP   
銀行經驗（年） 

樣本觀察年度－該銀行設立年 
28.18  21.90  ? 

RR   央行重貼現率（％） 1.74  0.31  ? 

CPI   消費者物價指數（％） 100.64  1.77  + 

T    
時間變數 

2002 年為 1，其後每年加 1 
    ?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統計室編印之《金融業務統計輯要》及《基本金融資料》、中央

銀行金融業務檢查處編《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編《中華民國金融統計月

報》、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網站、中央銀行網站、

各銀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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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章乃針對研究方法，實證模型設定、資料來源說明及實證變數進行

說明。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係結合橫斷面（cross-section）及時間序列

（time-series）之不平衡追蹤資料（unbalanced panel data）進行研究分析，

它的優點：有利於提高樣本數與自由度，包含更多資訊，減少變數間共線

性的問題，並可降低估計上的偏差與錯誤，使估計結果更為正確，而且在

實證模型的採用上具有更多選擇。研究方法則是使用多元迴歸分析中的普

通最小平方法，同時透過計量上的檢驗方法，來驗證模型的正確與否，藉

以提高本研究結果的可信度。對於可能造成異質性偏誤（heterogeneity bias）

的問題，則以統計軟體異質變異修正後之估計結果進行分析。 

   實證模型變數部分，本研究將以 ROE 與 ROA 等財務性指標作為銀行績

效之衡量；INT 則為國際化程度相關變數，以海外據點占總據點、海外營

收佔總營收、海外資產占總資產及海外員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等國際化變

數加以衡量；廠商特性變數則以代表規模的資產（TAST）與成立迄今的經

驗值（EXP）作為衡量，T 則表示 2002 至 2005 年；RR 為利率以央行重貼

現率加以衡量；GPI 則為消費者物價指數。相關變數之資料來源多來自銀

行局之金融業務統計輯要及基本金融資料、中央銀行之本國銀行營運績效

季報及中華民國金融統計月報、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網站、中央銀行網站等。 

    本研究對實證變數進行假設，並經由文獻回顧資料中初步假設，國際

化程度對銀行經營績效為正相關，另外銀行規模及 CPI 亦為正向關係，而

銀行經驗、央行重貼現率及時間變數則為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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