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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與模型檢定 

第一節  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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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機構對其銀行整體經營績效之影響作一個比較深入的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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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方法進

行迴歸分析，實證模型依被解釋變的不同而分為二大類：第一大類為模型

1-5，係針對ROA作為銀行績效衡量變數，分別對國際化程度（5 種指標）、

銀行規模、銀行經驗、利率、物價、與時間變數進行迴歸分析，估計結果

列於表 8；第二大類為模型 6-10，乃針對ROE作為銀行績效表現的衡量變

數，同樣對國際化程度、銀行規模、經驗、利率、物價、與時間變數進行

迴歸分析，估計結果列於表 9。10

    就表 8 模型估計結果一，以 ROA 作為銀行績效衡量變數之估計結果，

國際化指標對銀行經營績效均有正向的響影，其中除了指標 4（海外營收

比）未有顯著關係外，其餘海外機構數比、海外資產比、海外員工數比等

國際化指標對銀行績效有著 P 值小於 0.01 的顯著水準，這意味著銀行進行

海外支機構之設立、海外分支機構資產之規模、海外員工數等，相對於總

行之比率愈高者，對整體銀行之績效表現有正面顯著的影響。一般認為，

企業透過國際化，擴大企業規模與業務範圍，注入跨國資源與文化成為國

際企業之後，能增加企業的成長機會及享有規模經濟的優勢，此外，還可

分散經營風險，掌握市場趨勢與研發技術，達到有效利用資源，改善經營 

                                                 
10 經OLS初步迴歸結果因存在有異質變異，故以統計軟體進行異質變異修正，模型 1-10 均以異

質變異修正後之估計結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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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模型估計結果一—被解釋變數 ROA 

變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常數項 
a0

206.56 
（1.37） 

206.20 
（1.37）

202.08 
（1.34）

203.01 
（1.34）  205.06 

（1.36）

國際化指標 1 
FFMR1（機構數比）

  2.60*** 
（4.15） 

 
     

國際化指標 2 
FFMT2（機構數比）

   2.81**
（3.32）     

國際化指標 3 
FASTR（資產比） 

     3.77***
（3.37）    

國際化指標 4 
FRENR（營收比） 

   1.44 
（0.80）   

國際化指標 5 
FLBR（員工數比） 

      4.58***
（3.03）

銀行總資產 
 TAST 

0.54×10-4

（1.57） 
0.50×10-4

（1.37）
0.48×10-4

（1.35）
0.62×10-4* 
（1.78）  0.53×10-4

（1.50）

銀行經驗 
 EXP 

-0.11×10-1

（-1.02） 
-0.10×10-1

（-0.96）
-0.11×10-1

（-1.03）
-0.12×10-1

（-1.18）  -0.11×10-1

（-0.99）

央行重貼現率 
 RR 

4.25 
（1.05） 

4.25 
（1.05）

4.15 
（1.03）

4.17 
（1.05）  4.21 

（1.04）

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 

-2.22 
（-1.37） 

-2.22 
（-1.37）

-2.17 
（-1.34）

-2.19 
（-1.34）  -2.21 

（-1.35）

時間變數 
 T 

2.82* 
（1.68） 

2.81* 
（1.68）

2.75* 
（1.65）

2.77* 
（1.65）  2.79* 

（1.67）

樣本數 196 196 196 196  196 
R2 0.06 0.06 0.06 0.05  0.06 
Adjusted R2 0.03 0.03 0.03 0.02  0.03 
F test  2.11*  1.92*  1.90* 1.70   1.90* 
註：1. 國際化指標 1（FFMR1）係指海外分行、辦事處及其他機構佔總機構數的比率； 
      國際化指標 2（FFMR2）係指海外分行與其他機構佔總機構數的比率。 

    2. 符號*、**、***分別表示 α=0.1、0.05、0.01 的顯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的虛無假設。 
    3. 括號內的數值為 t value。 
    4. 此模型為異質變異修正後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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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模型估計結果二—被解釋變數 ROE 

變數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常數項 
a0

-2.85 
（-0.00） 

-2.02 
（-0.00）

-40.75 
（-0.02）

-31.43 
（-0.02）  -9.50 

（-0.01）

國際化指標 1 
FFMR1（機構數比）

 21.04* 
（1.72） 

 
     

國際化指標 2 
FFMT2（機構數比）

 25.97 
（1.41）     

國際化指標 3 
FASTR（資產比） 

    37.13*
（1.76）    

國際化指標 4 
FRENR（營收比） 

   19.73 
（0.44）   

國際化指標 5 
FLBR（員工數比） 

      49.15*
（1.94）

銀行總資產 
TAST 

0.13×10-2

（1.52） 
0.13×10-2

（1.40）
0.12×10-2

（1.41）
0.13×10-2* 
（1.67）  0.13×10-2

（1.45）

銀行經驗 
EXP 

-0.48* 
（-1.68） 

-0.48 
（-1.64）

 -0.48* 
（-1.68）

-0.49* 
（-1.73）  -0.48 

（-1.64）

央行重貼現率 
RR 

-53.41 
（-1.23） 

-53.30 
（-1.22）

-54.21 
（-1.25）

-54.08 
（-1.24）  -53.57 

（-1.23）

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 

0.41 
（0.02） 

0.40 
（0.02）

0.82 
（0.04）

0.73 
（0.04）  0.49 

（0.02）

時間變數 
T 
 

16.36 
（0.72） 

16.37 
（0.72）

15.84 
（0.70）

16.00 
（0.70）  16.23 

（0.71）

樣本數 196 196 196 196  196 
R2 0.11 0.11 0.11 0.11  0.11 
Adjusted R2 0.09 0.09 0.09 0.08  0.09 
F test   4.09***   4.07***   4.07*** 4.02***  4.08***
註：1. 國際化指標 1（FFMR1）係指海外分行、辦事處及其他機構佔總機構數的比率； 
      國際化指標 2（FFMR2）係指海外分行與其他機構佔總機構數的比率。 

    2. 符號*、**、***分別表示 α=0.1、0.05、0.01 的顯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的虛無假設。 
    3. 括號內的數值為 t value。 
    4. 此模型為異質變異修正後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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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進而對企業績效有正面助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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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型估計下，也印證了上述說法，銀行國際化的確對其營運績效

有所正助益。這與 Grant（1987）及 Olusoga（1993）研究結果認為企業國

際化對績效是正相關之結論是一致的。在台灣銀行間的過度競爭，使得各

銀行獲利情況普遍不佳，在台灣市場有限且競爭激烈的情況下，赴海外市

場發展也是增加競爭力與提高獲利能力的方式之一。 

    其餘變數與銀行經營績效呈正向關係者有：代表銀行資產規模的 TAST

指標、代表利率的 RR 指標及時間變數 T，其中 TAST 只有在模型 4 中略為

顯著，其餘模型並不顯著，表示資產規模在銀行資產報酬率雖為正向並不

顯著，此與吳建良（2000）研究結果結果顯示銀行資產規模愈大，其財務

績效表現愈佳，方向一致。RR 央行重貼現率則與 ROA 無明顯關係，由於

重貼現率調整為中央銀行引導利率水準變動的政策工具，以達到振興景氣

或抑制通膨等目的，是故與銀行績效並無明顯關係；而且由於每一家銀行

每一年底所面對的 RR 均相同，再加自 2002 年以來變動不大，使得其各該

變數之變異性很小，可能因此使得 RR 與銀行績效並無明顯關係。 

    另有關時間變數 T，則隨時間增加使銀行績效呈現成長的現象，且 5

個模型中均有 p 值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由於政府在 2002 年提出「258」

口號，即兩年內銀行逾期放率降至 5％、資本適足率達到 8％，使得各銀

行積極配合打銷呆帳，使得當年度財務績效呈現大幅衰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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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政策過後，銀行獲利

表現漸漸轉佳。 

    與銀行經營績效呈反向關係者有：銀行經驗 EXP 及消費者物價指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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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 但均不顯著。銀行經驗 EXP 一般認為與經營績效呈正相關，而此模型

估計結果雖然與 Ayadi et al.（1998）研究銀行經營效率與銀行年齡呈高度

正相關，且存在著學習曲線的結論背道而馳，但由於台灣在 1991 年才開

放私人銀行設立，過去的老銀行有較沈重的包袱，不論是人事或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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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一般普遍的認知相符。而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 與銀行績效

並無明顯關係，可能與 RR 一樣地，由於每一家銀行每一年底所面對的 CPI

均相同，再加上 CPI 每年的變動幅度不大，使得其各該變數之變異性很小，

造成該變數的變化不大，可能因此使得 CPI 是與銀行績效並無明顯關係。 

    就表 9 模型估計結果二，以 ROE 作為銀行績效衡量變數之估計結果，

國際化指標對銀行經營績效均為正向的響影，其中海外機構數比（含辦事

處）、海外資產比、海外員工數比等國際化指標對銀行績效有著正向 p 值

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另外指標 4（海外營收比）未有顯著關係，由於海

外營收資料為個別銀行名下的海外機構之合計數，而其海外分支機構成立

年限不同，設立區位不同，造成以營收比來衡量的國際化指標較難與績效

產生顯著相關，如同 Daniels & Bracker（1989）選取富比士「1984 年美國

產業年報」1974-1983 年間的公司為樣本進行研究，其國際化以海外銷佔

總銷售比率以及海外資產佔總資產比率來衡量，實證結果國際化與獲利能

力亦具有正向的影響，但並未到達顯著水準的結果一致。而海外機構數比

（含辦事處）、海外資產比、海外員工數比等國際化指標對銀行績效有著

正向 p 值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結果雖不如模型 1-5 以 ROA 作為被解釋變

數的顯著性，但仍具正向的解釋，模型估計結果銀行國際化的確對其營運

績效有所正助益。而 ROE 較不如 ROA 顯著，可能係因銀行作為一個金融

仲介機構，淨值相較資產而言是偏低的，以 2005 年為例，台灣本地銀行

總淨值占總資產的比重僅 6％，且營業結果之損益均會轉至淨值中有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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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前期損益的項目中，在 2002 年政府倡導「258」政策，各銀行積極配

合打銷呆帳，使得 2002 年獲利大幅衰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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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各銀行淨值大幅降低，此因素可

能是造成本研究以 ROE 作為被解釋變數較 ROA 不顯著的原因。 

     其餘變數與銀行經營績效呈正向關係者有：代表銀行資產規模的

TAST 指標、代表利率的 RR 指標及時間變數 T；另外，與銀行經營績效呈

反向關係者有：銀行經驗 EXP 及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分析結果與被解釋

變為 ROA 的結果相同，但其中代表銀行經驗的 EXP 在模型具負向顯著水

準，及銀行規模在模型 9 中亦具正向的顯著水準。 

 綜上所述，銀行赴海外投資設立分支機構，以海外機構數比、海外

資產比與海外員工數比等國際化指標對銀行績效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亦即

不論是以銀行海外機構、海外資產或海外員工數多寡所衡量的國際化指

標，與資產報酬率與投資報酬率等績效指標間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且以

ROA 當績效指標時，p 值達到小於 0.01 的顯著水準；而以 ROE 當績效指

標時，p 值僅達到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亦即 ROA 為較佳的績效預期因子，

可能係因 ROA 係衡量銀行整體資產的獲利能力或報酬率，比 ROE 僅衡量

股東權益之報酬率為佳。實證結果顯示銀行的國際化程度對其經營績效的

確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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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之相關檢定 

一、檢定實證模型是否設定錯誤—RESET 檢定 

    模型檢定中 RESET（regression specification error test）檢定用於判定

實證模型是否設定錯誤，當實證模型遺漏重要變數或納入不相關的變數、

違反多元迴歸的模型假設、或是選擇了錯誤的函數型式，都會造成模型的

設定錯誤情況發生，RESET 檢定即是用於發現是否遺漏重要變數或模型設

定錯誤的方法，其進行步驟如下： 

首先就本研究實證模型的第（3）式取其預測值 如第（4）式： itFRPE ˆ

tititi

titititi

TCPIRR
EXPTASTINTFRPE

,6,5,4

,3,2)1(10,
ˆ

βββ

ββββ

+++

+++= −                  （4） 

在取得預測值後，再將預測值 予以平方，並將原模型式中加入此一

變數，即為（5）式： 

tiFRPE ,
ˆ

tititititi

titititi

FRPETCPIRR

EXPTASTINTPERF

,
2
,,6,5,4

,3,2)1(10,

ˆ εγααα

αααα

+++++

+++= −
                  （5） 

在第（5）式中設定虛無假設H0：γ =0，與對立假說H1：γ ≠ 0，若拒絕H0表

示原始模型設定不適當，而且可以改進。若無法拒絕H0則表示此檢定無法

發現任何模型設定錯誤的情況。檢定結果得知模型 1-5 以ROA作為被解釋

變數，各模型項下γ 之p值分別為 0.32、0.31、0.41、0.24、0.33，在α=0.05

的顯著水準下，無法拒絕H0：γ =0 的虛無假設，因此，透過RESET檢定並

未發現本研究模型 1-5 有任何設定錯誤之處。而對模型 6-10 以ROE為被解

釋變數，檢定結果其γ 之p值均為 0.001 左右之值，在α=0.05 的顯著水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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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H0：γ =0 的虛無假設，表示此一模型可能有遺漏重要變數或納入不相

關的變數，造成模型不適當，因此在RESET檢定下以ROA作為被解釋變數

的實證模型較佳，結果亦顯示透過RESET檢定並未發現本研究模型 1-5 有

任何設定錯誤之處。 

二、殘差項是否存在自我相關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是結合時間序列及横斷面資料的 panel data，因此在

時間序列上自我相關的問題就必須加以考慮，因為它可能導致估計值的高

估或低估，因而影響區間估計及假設檢定的準確性，因此，對於此一問題

本研究採用 LM 檢定（lagrange mulitipler test）進行檢測，首先，令本研究

實證模型第（3）式的殘差值 itε ，遵循一階自我迴歸模型如（6）式所示： 

     ttiti νρεε += − )1(,                                         （6） 

    假設隨機誤差項為常態分配，即 ti ,ε 具有分配 的獨立隨機誤

差，在（6）式中，若

),0( 2
vN σ

0=ρ ，則 tti νε =, 則該方程式將不具自我相關，因此，

為檢定本研究的實證模型殘差項是否具有自我相關，而將 )1( −tiε 帶入原實證

模型成為第（7）式： 

tititititi

titititi

TCPIRR
EXPTASTINTPEPF

,)1(,6,5,4

,3,2)1(10,

ερεααα

αααα

+++++

+++=

−

−
                                                   （7） 

若 )1( −tiε 是可以觀察的，則依（7）重新進行迴歸，若 )1( −tiε 是無法觀察的，

則用延遲的最小平方殘差 )1(ˆ −tiε 代替。因此，設定虛無假設H0： 0=ρ ，與對

立假說H1： 0≠ρ ，若拒絕H0表示原始模型設定的殘差項是具有自我相關。

檢定結果得知模型 1-5 以ROA作為被解釋變數，各模型項下ρ 之p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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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0.79、0.81、0.82、0.80，在α=0.05 的顯著水準下，無法拒絕H0： 0=ρ

的虛無假設，因此，透過LM檢定並未發現本研究模型 1-5 具有自我相關。

而對模型 6-10 以ROE為被解釋變數，檢定結果其 ρ 之p值均為 0，故在

α=0.05 的顯著水準下，拒絕H0： 0=ρ 的虛無假設，表示此一模型可能殘差

項具有自我相關，造成模型不適當，模型 6-10 非最佳估計式。因此在LM

檢定下以ROA作為被解釋變數的實證模型殘差項無自我相關。 

三、解釋變數間是否具共線性  

    所謂共線（collinear）係指在多元迴歸之下，各解釋變數間有某種規

律性的方式一起變動，而當有數個變數牽涉在模型在內時，即稱為共線性

（collinearity）或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只要解釋變數間有共線，

則最小平方法之估計式則無法定義，由於資料中未包含有關解釋變數個別

影響的充份資訊，使不足以精確地估計實證模型中的所有參數。本處採用

採輔助性迴歸（auxiliary regression）檢定，對解釋變數資產規模與其他自

變數重新進行迴歸，檢定結果R2介於 0.26-0.37 之間，根據Hill et al. （2001）

當R2小於 0.8 係數，則表示該解釋變數的變異不能用其他解釋變數來解

釋，亦證明本研究模型未發現線性重合的現象。 

    經由上述計量上的檢定方法，實證模型 1-5 並無法被證明有設定錯

誤，且不具有自我相關及共線性問題，所獲得的研究結論應具有相當的可

信度。而實證模型 6-10 具雖然有可能遺漏重要變數及自我相關的問題，但

此模型估計之結果，與實證模型 1-5 所得到結論一致，國際化對銀行經營

績效是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換言之，本研究之國際化對銀行經營績效是有

正向顯著的影響，應具有相當的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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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節 

本章係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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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迴歸分析中的 OLS 方法進行迴歸分析，

實證模型依被解釋變的不同而分為二大類：第一大類為模型 1-5，係針對

ROA 作為銀行績效衡量變數，模型 6-10，則以 ROE 作為被解釋變數，分

別對國際化程度（5 種指標）、銀行規模、銀行經驗、利率、物價、與時間

變數進行迴歸分析。 

    實證的結果，不論是以銀行海外機構、海外資產或海外員工數多寡所

衡量的國際化指標，與資產報酬率與投資報酬率等績效指標間都有顯著的

正向關係，且以 ROA 當績效指標時，p 值達到小於 0.01 的顯著水準；而

以 ROE 當績效指標時，p 值亦有達到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概因銀行係一

金融仲介機構，淨值占資產的比重相對較低，以 2005 年為例，台灣本地

銀行總淨值占總資產的比重僅 6％，且當期及前期的稅後損益均會轉至淨

值中之本期及前期損益項目中，在 2002 年政府倡導「258」政策，各銀行

積極配合打銷呆帳，使得 2002 年獲利大幅衰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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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各銀行淨值大幅降低，此因

素可能是造成本研究以 ROE 作為被解釋變數較 ROA 不顯著的原因。 

其餘變數與銀行經營績效呈正向關係者有：代表銀行資產規模的 TAST

指標、代表利率的 RR 指標及時間變數 T；另外，與銀行經營績效呈負向

關係者有：銀行經驗 EXP 及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其中時間變數 T 在模型

1-5、銀行資產規模的 TAST 在模型 4 及 9、銀行經驗 EXP 在模型 6、8 及 9 ，

p 值達到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有關時間變數 T，則隨時間增加使銀行績效

呈現成長的現象，可能是由於政府在 2002 年提出「258」口號，得各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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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配合打銷呆帳，使得當年度財務績效呈現大幅衰退，且半數以上的銀

行均呈現稅前損失，政策過後銀行獲利表現漸漸轉佳。 

而銀行經驗 EXP 呈負相關，與 Ayadi et al.（1998）研究銀行經營效

率與銀行年齡呈高度正相關的結論背道而馳，但台灣在 1991 年才開放私

人銀行設立，過去的老銀行有較沈重的包袱，缺乏積極創新的精神，使得

EXP 與財務績效成反向變動，此與一般普遍的認知相符。資產規模 TAST

與經營績效為正向關係，此與吳建良（2000）研究結果結果顯示銀行資產

規模愈大，其財務績效表現愈佳，方向一致。RR 央行重貼現率則與 ROA

無明顯關係，由於重貼現率調整為中央銀行引導利率水準變動的政策工

具，以達到振興景氣或抑制通膨等目的，是故與銀行績效並無明顯關係；

而且與 CPI 相同地，由於每一家銀行每一年底所面對的 RR 與 CPI 均相同，

再加上 RR 與 CPI 自 2002 年以來變動不大，使得其各該變數之變異性很

小，造成該變數的變化不大，可能因此使得 RR 與 CPI 是與銀行績效並無

明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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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 RESET 檢定、LM 檢定、輔助性迴歸檢定後，實證模型 1-5 並無法被

證明有設定錯誤，且不具有自我相關及共線性問題，所獲得的研究結論應

具有相當的可信度。而實證模型 6-10 具雖然有可能遺漏重要變數及自我相

關的問題，但此模型估計之結果，與實證模型 1-5 所得到結論一致，國際

化對銀行經營績效是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換言之，本研究之國際化對銀行

經營績效是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應具有相當的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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