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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計算 CAPM、FF3F 及 FIB 方法下之資金成本，本研究需採用台灣股票市場

資料及 9 家上市櫃或公開發行發行之產險公司之財業務資料，本節將描述模型所

需之資料來源及樣本選取，而本文所有資料源自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及財團法

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考量資料取得不易，研究期間為 2002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之季資料，且依費率自由化第一及第二階段實施前後分為兩段，2002 年至

2005 年為實施前，共 4 年度，2006 年至 2008 年為實施後，共 3 年度。下表以產

險公司為金控旗下(屬公開發行公司)或是上市公司，整理如表 4.1。 

表 4.1 產險業上市及公開發行公司 2 

產險上市公司(共 5 家) 產險公開發行公司(共 4 家) 

台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產險於 2002/12/31 納入兆豐金控)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於 2001/12/19 納入富邦金控)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於 2003/08/15 納入華南金控)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於 2002/04/22 納入國泰金控) 

中央再保險公司  

(本研究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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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及財務資料 

1. 公司報酬率 

    因產險公開發行公司無市場個股報酬率，故本研究採業主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代替公司報酬率，計算公式如下： 

股東權益總額

本期稅後淨利
業主權益報酬率   

2. 市場報酬率 

    本研究採用證券市場所有股票組合的報酬率，用以衡量市場投資組合，因市

場投資組合應包括所有風險性資產，如此能使個別公司的非系統風險分散消除，

只反應系統風險。故以台灣加權指數之報酬率代替市場報酬率，以下計算公式為

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提供之： 

 
%1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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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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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第 t 期收盤價(指數) 

α：當期除權之認購率 

β：當期除權之無償配股率 

C：當期除權之現金認購價格 

D：當期發放之現金股利 

3. 無風險利率(risk-free rate) 

    預期報酬的計算為由無風險利率及風險溢酬兩部分所組成。國外實證多以國

庫券利率代替，如美國通常以 30 天到期之美國國庫券殖利率，但國內國庫券利



 

21 

 

率採不定期不定量發行資料不夠完整，且國內缺乏一個月期國庫券利率。故，本

研究採用一銀、兆豐商銀、台銀、合庫、台北富邦、台企銀之平均一月定存利率

替代無風險利率。 

4. 公司規模(size) 

    公司的規模以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of equity, ME)來衡量，除產險上市公司

之市值，由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的權益月資料提供，在產險公開發行公司的部

分，則由其金控母公司之市值來估計，公式如下： 

母公司市值
母公司股東權益總額

子公司股東權益總額
子公司市值   

5. 淨值市價比(book-to-market ratio, BE/ME) 

    淨值市價比在產險上市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的計算上不同，上市公司部分仍

由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取得，而在公開發行公司的部分，則依其每股淨值乘以

普通股股數作為公司帳面價值，再除以在公司規模所計算之市值，而在普通股股

數的計算，則以普通股股本除以每股發行價，為 NT$10，公式整理如下： 

子公司市值

普通股股數每股淨值
淨值市價比


  

二、業務資料 

    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發行之 2002 年至 2008 年各年度「產物保險

統計要覽」獲得公司各險種以保費收入為基礎之佔率，做為各險種在本國市場的

銷售比率。而文中險種分類，則依照書中分類方式如下： 

1. 火災保險 

包括一般火災保險、長期火險、火災附加險、政策性地震險、住宅綜合險、

還本火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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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上保險 

又分貨物運輸保險、漁船保險及船體保險三大類。 

3. 汽車保險 

包括汽車損失險、汽車責任險、汽車強制險、機車強制險。 

4. 航空保險 

5. 其他財產保險 

除 1 至 4 項以外之各種保險均屬其他財產保險，包括工程保險、責任保險、

保證保險、其他保險及傷害保險五大類。 

 

圖 4.1 各險種依保費收入之佔率 3 

 

    由圖 4.1 知，除航空保險有些許的減少外，其他均有穩定的市場，且在

汽車保險的部分，佔了整個產險業將近一半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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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分析 

    本研究所有資金成本估計中，無風險利率為各家銀行平均一月定存利率4，

而在市場風險溢酬、公司規模溢酬及淨值市價比溢酬，則使用平均歷史資料5。

為了強調模型及系統風險係數對資金成本的影響，所以本研究控制此三個溢酬為

常數。 

一、整體公司之系統風險及資金成本 

    以下為利用 CAPM 模型及 FF3F 模型，分別探討整體市場之各項因子係數及

資金成本。而公司大小則依市值區分為小公司(S)、中公司(M)及大公司(B)，表

4.2 及表 4.3 之數值均為平均值，而各產險公司之因子係數，詳見附錄二。 

1. CAPM 模型的實證結果 

    由 CAPM 模型估計之產險公司市場風險係數及資金成本，如表 4.2。表 4.2

顯示 2002~2005 年間及 2006~2008 年間依公司大小分類之資訊，其市場風險係數

均很小，最大值亦只有 0.38，表示當市場報酬率變動時，對於產險公司資金成本

的影響不大。但在兩個區間中，均顯示大公司之市場風險溢酬因子係數(如

2002~2005 年，大公司為 0.055)小於小公司之市場風險溢酬因子係數 (如

2002~2005 年，小公司為 0.149)，說明大型產險公司在市場變動較大時，其資金

成本波動幅度相對較小型產險公司小。 

 

    另外，在費率自由化第一階段實施後之資金成本(1.56%)小於第二階段實施

後之資金成本(1.58%)，差異不大，可能解釋為，產險公司為了適應下階段全面

                                                 
4無風險利率為研究期間 2002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一銀、兆豐商銀、台銀、合庫、台北富邦、

台企銀之一月定存利率平均，為 1.536%。 
5市場風險溢酬為期間為 1990 年至 2008 年的長期平均，為 0.264%。公司規模溢酬(πs)及淨值市

價比溢酬(πh)則為期間為 1998 年至 2008 年長期平均，分別為-9.044%及-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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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投入較多的資金以加強本身資料庫建立及精算能力(詳見附錄一)，使得

產險業於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實施後，資金成本略為增加。 

表 4.2 CAPM 之因子係數及資金成本 3 

年份 公司大小 
市場風險溢酬

因子係數 
資金成本 

 S 0.1492 0.0158 

2002~2005 M 0.0716 0.0156 

 B 0.0548 0.0155 

總平均  0.0919 0.0156 

 S 0.3771 0.0164 

2006~2008 M 0.0800 0.0156 

 B 0.0593 0.0155 

總平均  0.1721 0.0158 

(本研究整理之) 

 

2. FF3F 模型的實證結果 

    由 FF3F 模型估計之產險公司各因子係數及資金成本，如表 4.3。表 4.3 顯示

2002~2005 年間及 2006~2008 年間依公司大小分類之市場風險係數、公司規模溢

酬因子係數、淨值市價比溢酬因子係數及資金成本。平均來看，公司規模溢酬及

淨值市價比因子係數均大於市場風險溢酬因子係數，說明對於產險公司資金成

本，公司規模及淨值市價比因子影響較鉅，而 CAPM 模型則無法解釋這部分的

影響。 

 

    表 4.3 中，在市場風險溢酬因子部分，與 CAPM 模型結果相似，顯示資金成

本受市場變動的影響不大；公司規模溢酬因子係數，於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實施

前，對於小公司的影響較大。而第二階段實施後，無論公司大小，其對於公司資

金成本均有一定程度之影響。由平均來看，此係數為正，顯示當公司規模愈大，

其所需資金成本愈大，即平均報酬愈多；淨值市價比溢酬因子部分，則與預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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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反，其係數大部分為負，只有在 2006~2008 年小公司之係數為正，說明低淨

值市價比(即公司市場價值相對帳面價值來的高)之公司，其所需之資金成本較

高，可能解釋為，台灣產險業低淨值市價比之公司均為金控旗下子公司(如富邦

產險，即為富邦金控旗下之子公司)，而本研究在計算金控旗下子公司之淨值市

價比時，無法直接透過股價計算，為金控母公司資料依比例算之，因整體金控公

司之資金成本相對較高，而造成其子公司資金成本亦較高的緣故。 

 

    比較表 4.2 及表 4.3，若扣除小公司資金成本，兩區間平均資金成本分別為

7.14%及 2.05%，顯示利用 FF3F 模型估計之資金成本高於 CAPM 估計之資金成

本(約 1.56%)，即說明 FF3F 模型能夠反映出公司規模及淨值市價比兩因子之超

額溢酬。因此，在計算台灣產險業資金成本時，利用多因子模型似乎較能夠反映

其組成。而造成兩區間資金成本有不小之差距(7.14%及 2.05%)，本研究認為此與

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實施與否似乎影響不大，猜測可能與近幾年金融危機(詳見

附錄三)有關，使得在 2006 年至 2008 年產險業的獲利減少。 

表 4.3 FF3F 之各項因子係數及資金成本 4 

年份 公司大小 
市場風險溢

酬因子係數 

公司規模溢酬

因子係數 

淨值市價比溢

酬因子係數 
資金成本 

 S 0.1382 1.1046 -0.9738 0.0083 

2002~2005 M 0.1123 -0.0552 -0.1679 0.0366 

 B 0.1157 -0.0135 -0.9407 0.1062 

總平均  0.1221 0.3453 -0.6941 0.0504 

 S 0.3158 0.2872 0.3944 -0.0472 

2006~2008 M -0.0482 0.5869 -0.6027 0.0194 

 B -0.2854 0.3882 -0.4430 0.0216 

總平均  -0.0059 0.4207 -0.2171 -0.0021 

(本研究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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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險種之系統風險及資金成本 

1. 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 

    在進行迴歸分析前，因台灣產險公司提供相似的保險商品，故必須考慮各險

種間之權重是否有相關。利用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測詴

各險種間是否有共線性，若當個別 VIF 大於 10 或是平均 VIF 大於 1(Chatterjee et 

al., 2000)，則表示變數間存在著共線性的問題。測詴結果如表 4.4，其平均 VIF

為 2.489(＞1)，顯示各險種間確實存在共線性。由於必須維持各險種佔率總和為

1，故無法將任一變項刪除。本研究利用偏差迴歸分析法(biased regression analysis)

中的山脊型迴歸分析法來消除共線性問題。 

 

    在參數估計時，使用最小平方估計法下，具有 BLUE(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特性，即不偏性和有效性。但由於存在共線性問題，故透過山脊型迴歸

尋找能讓因子係數趨於平穩的 c 值(ridge trace)，利用此值進一步求得山脊型迴歸

係數(ridge estimator)。山脊型迴歸係數為有偏差之估計值，但具有較最小平方法

求得之估計值小的估計標準誤，對改善預測精確度問題有相當大的幫助6。 

表 4.4 各險種間共線性測詴 5 

險種 變異數膨脹因子 

火災保險 1.435 

海上保險 2.634 

汽車保險 4.072 

航空保險 1.813 

平均 2.489 

 

                                                 
6
 余民寧(2007)，「迴歸共線性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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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險種 CAPM 與 FIB 實證結果 

利用山脊型迴歸分析計算台灣產險業各險種之系統風險及資金成本，整理如

表 4.5。觀察山脊型迴歸之係數估計圖及變異數膨脹因子圖(詳見附錄四)，發現

在兩區間分別選擇 c 值為 0.12 及 0.15 時，各險種之 VIF 約為 1，且估計之係數

亦漸趨穩定。 

 

    由表 4.5，顯示於 2002 年至 2005 年，其他財產保險之系統風險值(∣β∣=0.55)

為最大，雖為負號，但亦說明此險種與市場投資組合報酬之波動較大，其次則為

海上保險(∣β∣=0.34)；2006 年至 2008 年，其他財產保險之系統風險值(∣β∣

=1.66)仍為最大，約與市場投資組合成 2 倍的變動，且可發現其他各險種與市場

投資組合報酬的變動亦高於 2002 年至 2005 年之變動程度，此結果亦顯示因費率

自由化第二階段之實施，造成不同險種之波動增加。另外，在平均資金成本方面，

各險種間之差異不大，其中以汽車保險(1.65%)為最高，似乎可說明汽車保險佔

整體產險業大約 50%的市場，其平均報酬亦較其他險種高。 

表 4.5 各險種之系統風險及資金成本(CAPM) 6 

 

 

2002~2005(c=0.12) 2006~2008(c=0.15) 
平均資金成本 

β 值 資金成本 β 值 資金成本 

火災保險 
0.05 

(0.3) 
0.0155 

-0.8 

(0.82) 
0.0133 0.0144 

海上保險 
-0.34 

(0.24) 
0.0145 

0.58 

(0.9) 
0.0169 0.0157 

汽車保險 
0.16 

(0.06) 
0.0158 

0.67 

(0.29) 
0.0171 0.0165 

航空保險 
0.17 

(0.21) 
0.0158 

0.4 

(2.43) 
0.0164 0.0161 

其他財產保險 
-0.55 

(0.2) 
0.0139 

-1.66 

(0.65) 
0.0110 0.0124 

註：c 值(ridge trace)；表中( )內數字代表標準誤；無風險利率為 1.536%，市場風險溢酬平均為

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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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險種 FF3F 與 FIB 實證結果 

    本研究使用兩種方法來估計此三因子係數：聯立方程式 (simultaneous 

equations)與獨立方程式(separated equations)。首先，利用聯立方程式方法，即似

無相關迴歸(SUR)，和 Cummins and Phillips(2005)相同，但因共線性問題，不能

由似無相關迴歸得出適當的結果，其系統風險係數波動皆很大，此與 Shirasu(2007)

等人估計日本產險業各險種資金成本時有相同的問題，在此並不呈現出結果。是

故，本研究利用獨立方程式方法，即與估計 CAPM 模型時相同，將(5)、(6)及(7)

式分別以山脊型迴歸分析計算，整理如表 4.6。 

 

    將表 4.6 之各險種三風險因子係數代入(4)式，即可求得各險種之資金成本。

而各險種之公司規模溢酬因子係數計算為 )ln(21 MEsfsjfsi   ；各險種之淨

值市價比溢酬因子係數計算為 )/ln(21 MEBEhfhjfhi   。其中，ME 平均為

92.49 億，BE/ME 平均為 0.8364。 

 

     觀察表 4.6，發現於 2006 年至 2008 年各險種之風險因子係數幾乎都高於

2002 年至 2005 年之係數，顯示於於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實施後，各險種與市場

的波動情形較大。而在資金成本方面，除航空保險外，其餘險種在 2006 年至 2008

年之資金成本均高於 2002 年至 2005 年，除因實施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的影響，

另一原因可能於 2002 年國內產險業遭逢天災(詳見附錄三)，造成整體平均報酬

減少。 

表 4.6 各險種之各項因子係數及資金成本(FF3F) 7 

年

份 
 

火災

保險 

海上

保險 

汽車

保險 

航空

保險 

其他財

產保險 
Ln(ME) Ln(BE/ME) 

2002 

｜ 

βM 0.18 -0.66 0.06 0.52 -0.30   

c=0.4 (0.38) (0.30) (0.07) (0.2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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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βf1s(βf2s) 0.1 0.12 -0.23 0.19 0.23 -0.02  

c=0.4 (2.36) (1.57) (0.50) (1.41) (1.61) (0.10)  

βf1h(βf2h) -0.33 -0.55 -0.11 -0.43 -0.61  0.03 

c=0.4 (1.74) (1.15) (0.37) (1.05) (1.19)  (0.16) 

資金成本 0.0377 0.0551 0.0468 0.0411 0.0519   

2006 

｜ 

2008 

βM 0.26 0.33 0.63 -0.73 -0.213   

c=0.3 (1.45) (1.51) (0.52) (4.02) (1.16)   

βf1s(βf2s) 0.32 0.20 -0.10 0.37 -0.16 0.01  

c=0.3 (2.22) (2.14) (0.85) (5.74) (1.87) (0.17)  

βf1h(βf2h) -0.61 -0.73 -0.35 -0.51 -0.43  -0.07 

c=0.3 (0.44) (0.42) (1.63) (1.10) (0.37)  (0.57) 

資金成本 0.0447 0.0676 0.0597 0.0279 0.0697   

 平均資金

成本 
0.0412 0.0613 0.0532 0.0345 0.0608   

註：c 值(ridge trace)；表中( )內數字代表標準誤；無風險利率為 1.536%，市場風險溢酬平均為

0.264%，公司規模溢酬平均為-9.044%，淨值市價比溢酬平均為-9.499%，ME 平均為 92.49 億，

BE/ME 平均為 0.8364。 

 

表 4.7 則為比較 CAPM 模型與 FF3F 模型估計之資金成本，與整體產險業之

結果相同，發現以 FF3F 模型估計各險種之資金成本均高於由 CAPM 模型所估計

之資金成本，再次說明 CAPM 模型未考量公司規模溢酬及淨值市價比溢酬兩因

子，而導致資金成本的低估。是故，產險公司在考慮險種定價時須特別注意。 

表 4.7 CAPM 模型與 FF3F 模型估計之資金成本比較 8 

CAPM 模型 

資金成本 

火災保險 海上保險 汽車保險 航空保險 其他財產保險 

1.44% 1.57% 1.65% 1.61% 1.24% 

FF3F 模型 

資金成本 

火災保險 海上保險 汽車保險 航空保險 其他財產保險 

4.12% 6.13% 5.32% 3.45%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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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台灣實證資料計算之整體產險業及各險種資金成本，似乎較國外產險業之

資金成本偏低許多。Cummins and Phillips(2005)計算 1997 年至 2000 年美國產險

業之資金成本，由 CAPM 模型及 FF3F 模型估計之平均資金成本分別為 12%及

18.5%，而在險種之資金成本，由 CAPM 模型估計之汽車保險、勞工補償保險及

其他財產保險之資金成本分別為 10.3%、12.4%及 12.9%，由 FF3F 模型估計之資

金成本較高，分別為 17.5%、15%及 21%。 

 

    在日本產險業，由 Shirasu et al.(2007)計算 1990 年至 2006 年之整體產險業

資金成本，由 CAPM 模型估計之平均資金成本約為 6%，由 FF3F 模型估計之資

金成本變動較大，但在 2000 年至 2006 年之平均資金成本亦約達 10%，而在險種

資金成本，依其分類，在汽車保險、火災保險、海上保險、強制險及其他財產保

險，由 CAPM 模型估計之平均資金成本分別為 5.01%、6.22%、7.76%、7.4%、

6.37%及 6.34%，另由 FF3F 模型估計之險種資金成本，與美國實證相同，亦較

CAPM 模型略高，分別為 5.34%、7.01%、7.88%、7.73%、7.46%及 8.26%。 

 

    比較國外產險業之資金成本，顯示目前台灣產險業之資金成本偏低，而由此

結果，則可檢視現行產險業之經營情形。觀察台灣產險業資金運用情形(見附錄

五)，顯示目前產險業業外投資部分似乎為主要獲利來源，造成其獲利容易受市

場波動影響，此與張士傑等(2008)結果相同，該文檢視台灣產險業 1999 年至 2003

年之核保績效，指出產險業之核保利潤與其業外投資收益呈現顯著負相關，支持

產險市場存在 Fama(1978)之資產替代假說7。而本研究實證結果亦指出台灣產險

業資金成本較低，即產險業於資本市場之融資成本偏低，其取得資金後，忽略保

險本業之經營，追求業外收益，造成核保利潤之損失。 

                                                 
7
 股東與債權人潛在的衝突之一源於企業執行投資的風險水平。股東有向高風險項目投資的動

機，假如投資成功，股東們將獲得大部分的收益；假如投資失敗，債權人除了利息收入不能保證

以外，本金也可能遭受損失。假如權益上的損失低於從債權處所剝奪的收益，股東還可能投資那

些淨現金流量為負的項目。債權人所面臨的如此問題，即被稱之為“資產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