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業經營對銀行獲利與風險影響之研究                                                             

27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文之研究架構分二階段進行，如圖 3-1 所示，第一階段（I），先以 25 家

上市上櫃銀行之資料，就跨業經營、經營特質及總體環境構面之變數，對銀行

獲利與風險進行關聯性檢定。第二階段（II），再將銀行規模列為控制變數，以

資產總額將樣本銀行分為大型銀行與小型銀行兩群組，探討兩組銀行間是否應

採取不同經營策略以追求利潤極大、風險極小之目標。 

 

 
 
 
 
 
 

 

 

 

 

 

 

 

 

 

 

圖 3-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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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 

本文將利用結合横斷面與時間數列之追蹤資料進行實證分析，主要係追蹤

資料可以掌握個別銀行之時間序列動態過程，進行跨年度分析，亦可兼顧橫斷

面上個別銀行間之異質性。除此之外，追蹤資料亦具有減少估計上之偏誤、降

低變數間共線性，以及增加樣本自由度等優點。 

一般而言，適合處理追蹤資料之估計模型包括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簡稱 OLS）、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及隨機效果模型

（random effects model）三種。普通最小平方法適用於所有樣本均擁有相同之

截距項，如第（1）式中，αit＝α；而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均假設僅截

距參數會改變，反應參數不會改變（β1it=β1, β2it=β2, β3it=β3），且截距參數只因公

司不同而改變，不隨時間改變，亦即個別樣本以及不同時間之所有行為差異都

被包含在截距參數中，惟兩者差別在於前者將截距參數視為一固定、未知的參

數，即 αit＝αi；而後者將它視為一隨機參數，即 αit＝α＋μi，μi是說明公司行為

中個別差異之無法觀察到的隨機誤差。 

yit＝αit＋β1itXit＋β2itX2it＋β3itX3it＋εit                                  （1） 

Kalton et al.（1989）曾提及，以普通最小平方法處理追蹤資料時易產生偏

誤。因此，本文將從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型中擇一進行實證分析。至於固定

效果或隨機效果模型之判斷，Mundlak（1978）認為，須視截距項之誤差項與解

釋變數間是否具相關性而定。若隨機效果模型中截距項之誤差項與解釋變數間

不具相關性時，適合使用隨機效果模型：若是隨機效果模型中截距項之誤差項

與解釋變數間具相關性時，則適合使用固定效果模型以避免產生偏誤。檢定方

法可依 Hausman（1978）所提出之隨機效果檢定做檢測。 

在綜合探討各相關文獻及實證模型後，本文將分別以獲利面與風險面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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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模型，探討跨業經營對銀行獲利與風險之影響。此外，考量銀行經營成果亦

與經體環境息息相關，本文將於模型中加入經濟成長及利率兩個代表總體環境

之解釋變數，在控制總體變數對銀行經營成果的可能影響後，再進一步探討跨

業經營與銀行獲利和風險之關係。實證模型設立如下：21 

一、獲利面之實證模型 

PROFit＝αi＋β1TRUSTit＋β2 INVTit＋β3BHCit＋β4DIVit＋β5INTit＋β6PLLit＋

β7LDit＋β8GAPit＋β9EGit＋β10RDRit＋εit                       （2） 

二、風險面之實證模型 

RISKit＝αi＋β1TRUSTit＋β2 INVTit＋β3BHCit＋β4DIVit＋β5INTit＋β6PLLit＋

β7LDit＋β8GAPit＋β9EGit＋β10RDRit＋εit                        （3） 

第（2）、（3）式中，i 表示上市上櫃銀行；t 代表年度；ε 則為殘差項，εit

是互為獨立的且服從 N（0,σe
2）。第（2）式為獲利面之實證模型，PROF 代表獲

利面之被解釋變數，將以二組獲利指標表示，其衡量方式將於變數說明中詳細

介紹；第（3）式為風險面之實證模型，RISK 代表風險面之被解釋變數，以各

樣本銀行樣本期間內各獲利指標之標準差衡量。 

解釋變數包括：信託業務（TRUST）、轉投資比重（INVT）與金控銀行（BHC）

等跨業經營構面變數，業務多角化程度（DIV）、國際化程度（INT）、備抵呆帳

覆蓋率（PLL）、存放比率（LD）及利率敏感性缺口比（GAP）等經營特質構面

變數，以及經濟成長（EG）與利率（RDR）等總體環境變數。 

                                                 
21 事實上，銀行業獲利與風險之影響因子相當多且不盡相同，非侷限在依本研究動機所選取的這些變

數。至於本文對獲利面與風險面之實證模型均選取相同之解釋變數，目的是希望讓銀行管理階層清

楚瞭解，追求跨業經營、國際化、業務多角化等策略以提升獲利時，其所承擔的風險是否亦隨之增

加，致其對獲利之影響因風險抵減後而下降。評估策略之優劣若能同時觀察獲利面與風險面，可避

免產生決策上之盲點，較準確地比較個別策略之優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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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為瞭解銀行在不同資產規模下，其獲利與風險決定因子是否存在差

異，本文依 2006 年底各銀行之資產總額將樣本銀行分為大型銀行與小型銀行兩

群組。其中資產總額介於新台幣 7,000 億與 2.38 兆之間的 12 家銀行納入大型銀

行群組，其餘資產總額介於新台幣 1,469 億與 3,516 億之間的 13 家銀行則納入

小型銀行群組，再分別依第（2）式及第（3）式之實證模型，分析兩組銀行間

獲利與風險影響因素之差異。 

第三節 變數定義、預期方向與資料來源 

本節將詳細說明被解釋變數與解釋變數之定義和資料來源，以及各解釋變

數之預期方向及其理由。 

一、被解釋變數 

1. 獲利指標（PROF） 

(1) 首先，本文以過去文獻常採用之資產報酬率，做為銀行第一組獲利指

標，衡量方式如下： 

資產報酬率（ROA）＝稅前淨利/平均資產 

(2) 其次，考量實務上銀行提列呆帳損失費用之行為可能受政府政策、盈

餘管理、景氣預期，以及處理逾期放款態度積極與否影響，致銀行當

年度公布之盈餘無法真實表達其經營成果。因此，本文將以沈中華

（2005）提出之品質一致性盈餘調整觀點為基礎，22 合理設算各年度

應認列之呆帳損失費用，在排除非當年度應提列之呆帳損失對盈餘之

干擾下，找出一個能客觀、忠實地反映銀行本身放款暴險額度及放款

品質之獲利指標。不過，受限於資料不易處理，此種調整方式無法據

以求算風險指標，因而無法全面運用在本文上，故第二組獲利指標主

                                                 
22 參閱「銀行評比：推估品質一致的盈餘」，沈中華著，金融風險管理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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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做為第一組獲利指標之對照組，探究以不同呆帳提列方法所得之

盈餘為被解釋變數進行實證研究，其估計結果是否存在差異。 

(3) 品質一致性盈餘主要係強調各銀行之盈餘須反映相同資產品質之基礎

下，以盈餘做為評斷各銀行經營績效之優劣才不致被誤導。其調整方

式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係要求各銀行對於當年度之「新增逾期放款」

依既定比率（40%）提列呆帳損失費用；23 第二部分係要求補提過去

提列不足之呆帳損失，即備抵呆帳覆蓋率須維持至少 40%。考量本文

希望找出一個能反映當年度經營成果之獲利指標，非強調各銀行資產

品質一致性，因此，與沈中華（2005）不同之處，本文僅要求各銀行

對於當年度之「新增逾期放款」均依既定比率（40%），認列屬於當年

度之呆帳損失費用，對於過去提列不足之損失準備即不再補提。此調

整方式較能符合本文之需要，找出一個能真實反映各銀行當年經營成

果之獲利指標。第二組獲利指標之衡量方式如下： 

資產報酬率(RROA)＝(稅前淨利+呆帳損失費用－EL1) /平均資產 

 EL1：預期損失，以「新增逾期放款」（New NPL）之某既定比率表示，

公式為： EL1＝k*New NPL，k 假設為 0.4。24 

 新增逾期放款之計算 

由逾期放款之定義式可得： 

NPLt＝NPLt-1＋New NPLt－Write offt－Recoveryt－Sell offt                （4） 

                                                 
23 沈中華以 40%做為調整標準主要係考量當時全體銀行業之平均備抵呆帳覆蓋率為 38%。 
24 根據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2005 年 1 月 19 修正公布之「加速降低本國銀行逾期放款措施」，對

於廣義逾放比未超過 2.5%，備抵呆帳覆蓋率達 40%以上之本國銀行，施予簡化申請案件之相關作業

流程等獎勵措施。依此，本文認為對於每一元可能無法收回之逾期放款，提列 0.4 元之呆帳損失準備

較屬足夠，因此，k 假設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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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4）式，New NPLt可表示為： 

New NPLt ＝NPLt－NPLt-1＋Write offt ＋Recoveryt＋Sell offt              （5） 

NPLt：第 t 期之逾期放款存量 

New NPLt：第 t 期之新增逾期放款流量 

Write offt：第 t 期之打銷逾期放款金額 

Recoveryt：第 t 期收回之逾期放款 

Sell offt：第 t 期出售之逾期放款 

然而在新增逾期放款之推導過程中，若銀行未充分揭露其逾期放

款出售之資訊，將可能導致求出之新增逾期放款為一負值。為解決此

問題，將依保守原則，令此負的新增逾期放款為「歷年新增逾期放款」

之最小值。作法如下： 

New NPLt＝Min（New NPL/Total Loan）t × Total Loant ，t＝1,2,···, t   （6） 

第（6）式中 Min（New NPL/Total Loan）t，為歷年新增逾期放款

占總放款比值最小者，再以此值與當年度放款總額（Total Loan）相

乘，即可得出「歷年新增逾期放款」之最小值。 

2. 風險指標（RISK） 

至於風險面之被解釋變數，將採用各樣本銀行獲利之波動性，即標

準差做為經營風險之實證變數。由於本文採 panel data 之資料型態，為了

讓風險指標符合 panel data 之型式，將以各樣本銀行同一年內各季獲利之

標準差，衡量其當年獲利之波動性。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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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it＝ ( ) ( )
2/124

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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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

ititj RR                                （7） 

itR ：表示第 i 家銀行第 t 年之平均季獲利 

Ritj：表示第 i 家銀行第 t 年第 j 季之獲利 

j：表示一年內之季數，j＝4 

RISKit：表示第 i 家銀行第 t 年季獲利之標準差 

對應前列之二組獲利指標，依各獲利指標季資料計算而得之風險指

標理應有二組，惟在資料處理受限的情況下，本文無法自行估算第二組

獲利指標之季資料，並據以計算標準差，因此，本文之風險指標將只有

一組。 

二、解釋變數 

1. 信託業務（TRUST） 

以各銀行之信託基金餘額衡量，代表直接兼營之跨業經營模式。當銀行

經營之業務項目增加時，其固定管理成本可由多樣產品共同分攤，降低

單位營運成本，提高資源的使用效率，將有助於提升銀行獲利。張綸宇

（2006）研究結果亦發現，銀行承做之特定金錢信託業務有助於提升銀

行之稅前盈餘。因此，預期信託業務量與銀行獲利為正向關係。而從過

去之文獻可發現，跨業經營對銀行風險之影響方向未定。儘管 Hirtle & 

Stiroh（2007）發現美國銀行業之非利息收入比重與其淨值報酬率之波動

性呈現顯著正向關係；沈中華和張雲翔（2002）實證亦發現降低商業銀

行跨足保險業及不動產業之限制，會提高銀行之經營風險。但持相反意

見之文獻亦不在少數，Kwan（1997）、Laderman（1999）、Estrella（2001）

及蔡政憲和王為倩（2001）以模擬合併方法，發現銀行跨業經營能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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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獲利波動性及銀行倒閉機率。因此，預期信託業務、轉投資比重、金

控銀行等跨業經營變數對銀行風險之影響方向未定。 

2. 轉投資比重（INVT） 

以各銀行之轉投資金額除以銀行淨值衡量，代表轉投資子公司之跨業經

營模式。吳孟紋（2001）曾以長期股權投資帳面價值占銀行實收資本額

比重，作為銀行多角化之實證變數，實證發現，長期股權投資比重與資

產報酬率、淨值報酬率呈顯著正向關係。隔年，徐名瑤（2002）實證卻

發現，異業轉投資持股比率與上市上櫃銀行之淨值報酬率呈負向關係。

因此，預期轉投資比重與銀行獲利之關係未定。 

3. 金控銀行（BHC） 

依金管會銀行局出版之《金融業務統計輯要》判斷是否為金控銀行。以

虛擬變數表示，非金控銀行，則 BHC＝0，金控銀行，則 BHC＝1，代

表金融控股公司之跨業經營模式。理論上，銀行納入金融控股公司後，

可透過集團內之資源與規模，發揮交叉行銷、資源重整、有效資本配置、

降低營運成本，以及建置完善風險管理機制等綜效。因此，預期金控銀

行之獲利表現將勝過非金控銀行。 

4. 業務多角化程度（DIV） 

以多角化之 Hirshman-Herfindahl 指標（簡稱 HHI）衡量，數學式為： 

∑
=

−=
n

i
iD PH

1

21  

HD 代表業務多角化程度，Pi 為銀行第 i 項業務收入占總營業收入之比

重，n 為業務種類數目，本文將銀行收入劃分為利息、投資、手續費及

其他收入四項。此指標與衡量業務集中度之 Hirshman-Herfindahl 指標概

念相似，差別在於前者代表業務分散程度，而後者代表業務集中程度。

因此，計算業務分散程度時，須用 1 來減掉該指數。HD值愈大代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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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化程度愈高。俞海琴和林彥凌（1998）發現，多角化程度與銀行生

產力呈顯著正相關。Stiroh（2004）卻發現，對資產總額小於 3 億美元之

小型銀行而言，業務收入愈集中，資產報酬率愈高。Esho（2005）以澳

洲銀行為研究對象，亦發現業務集中度與銀行資產報酬率呈顯著正向關

係。因此，預期業務多角化程度與銀行獲利之關係未定。至於業務多角

化程度與銀行風險之關係，Esho（2005）以 Hirshman-Herfindahl 指標衡

量銀行業務集中程度，實證發現，銀行業務收入集中度愈高，銀行風險

愈高；業務收入愈分散，銀行風險愈低。因此，預期業務收入愈分散，

即業務多角化程度愈高，銀行風險愈低。 

5. 國際化程度（INT） 

以銀行 OBU 與國外分行資產總額占全行資產總額之比重衡量。銀行透

過國際化之過程，若能尋求更大之銷售額，以及經營資源之有效配置，

將可達降低單位生產成本，提高獲利之效益。雖然 Gomes & Ramaswamy

（1999）實證結果發現，國際化程度與企業績效之間非呈簡單線性關係，

而是呈倒 U 字型之關係，意謂當企業過度國際多角化時，會因為資源耗

盡或過度分散而導致企業經營績效下降。但考量目前國內銀行業之國際

化程度仍偏低，因而預期國際化程度與銀行獲利呈正向關係。至於國際

化程度與銀行風險之關係，Reeb et al.（1998）研究發現國際化程度與企

業之系統風險為顯著正向關係；劉富美（2002）亦發現國際化程度愈高，

母公司之風險愈高，但兩者之間非呈線性關係，意謂當企業國際化至一

定程度，母公司之風險會逐漸降低。同樣考量國內銀行業之國際化程度

仍偏低的情形下，預期國際化程度與銀行風險為正向關係。 

6. 備抵呆帳覆蓋率（PLL） 

以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之比重衡量。儘管過去文獻多以逾期放款占總放

款比重，衡量銀行信用風險之高低，但從過去 6 年本國銀行業出售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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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放款高達新台幣 1.2 兆元觀之，銀行偏低之逾放比率並不能表示其面

臨之信用風險較低，25 因此本文改以備抵呆帳覆蓋率衡量銀行之信用風

險。備抵呆帳覆蓋率愈高，除了可表示銀行提列較足夠的準備因應可能

無法收回之放款外，另一方面也隱含銀行放款的信用風險較高，必須犠

牲較多之盈餘因應品質轉差之放款。依金融法規規定，銀行應將資產負

債表之表內及表外授信資產，按債權可回收情形分為五類，分別為「正

常」、「應予注意」、「可望收回」、「收回困難」及「收回無望」，除正常資

產外，應依規定分別提列呆帳損失準備。當備抵呆帳覆蓋率愈高時，意

謂銀行必須犠牲較多盈餘提列呆帳準備。因此，預期備抵呆帳覆蓋率與

銀行獲利呈負向關係。而 Stiroh（2006）觀察美國銀行集團 1997 年至 2004

年之資料發現，銀行之逾放比率與銀行風險呈顯著正相關。儘管本文以

備抵呆帳覆蓋率取代逾放比率，作為銀行信用風險之代理變數，仍預期

備抵呆帳覆蓋率愈高，銀行風險也愈高。 

7. 存放比率（LD） 

以各銀行放款占存款之比重衡量，代表銀行資金流動性高低。存放比率

愈高，表示銀行將大部分吸收之存款貸放出去，因此流動性較低；反之，

存放比率愈低，表示流動性較高。銀行存放比率愈高時，表示其所吸收

之存款多用於期限長、流動性較差之放款上，相較於現金或是短期投資

等流動性較高的資產，其要求之流動性溢酬會較高。因此，預期存放比

率與銀行獲利呈正向相關。另一方面，銀行存放比率愈高，表示其資產

之流動性較低，承擔之流動性風險也較高。沈中華和張雲翔（2002）實

證結果顯示，銀行存放比率與銀行整體風險呈正相關，但何喜將（2005）

實證卻發現，銀行存放比率與銀行整體風險呈負相關。因此，預期存放

比率對銀行風險之影響方向未定。 

                                                 
25 逾期放款比率=逾期放款/總放款，銀行為了窗飾其資產品質，紛紛以出售逾期放款予資產管理公司

之手段，降低銀行之逾期放款比率，因此，單獨觀察逾期放款比率，無法判斷其信用風險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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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利率敏感性缺口比（GAP） 

以利率敏感性缺口占淨值比重衡量，其中利率敏感性缺口係指一年以內

新台幣利率敏感性資產扣除利率敏感性負債後之餘額。26 利率敏感性

正、負缺口愈大，代表銀行對利率之暴險部位較大，承擔較高之利率風

險。當利率敏感性缺口愈大，雖然表示其承擔之利率風險愈高，但對獲

利之影響仍須視利率走勢而定。當利率上升時，利率敏感性正缺口愈大，

銀行獲利會愈佳；反之，當利率下降時，利率敏感性正缺口愈大，銀行

獲利會愈差。因此，預期利率敏感性缺口比與銀行獲利之關係未定。另

一方面，利率敏感性缺口比愈大，雖然表示對利率的暴險部位較大，承

擔之利率風險會較高，但 Brewer（1990）實證卻發現，利率敏感性缺口

占淨值比與銀行獲利波動性為負向關係。因此，預期利率敏感性缺口比

對銀行風險之影響方向未定。 

9. 經濟成長（EG） 

經濟成長為實證模型之總體環境控制變數一，以主計處公布之按 2001

年為基期，計算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 GDP）年

增率衡量。一般而言，處景氣繁榮時期，各行各業因應擴廠或投資需要

較多的資金，銀行放款業務量自然會隨之增加，由此可見，銀行獲利與

經濟景氣息息相關。再者 Athanasoglou et al.（2006）實證亦發現，銀行

獲利能力與商業循環呈顯著正向關係。因此，預期經濟成長與銀行獲利

為正向相關。而景氣繁榮時，不僅銀行承做之放款業務量會增加，其承

擔之市場風險及信用風險都會相對的降低，27 沈中華和張雲翔（2002）

實證結果亦顯示，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愈高，銀行愈能安全地經營。因此，

預期經濟成長與銀行風險呈負向關係。 

                                                 
26 當利率敏感性資產減利率敏感性負債大於零，為正缺口；反之，當利率敏感性資產減利率敏感性負

債小於零，為負缺口。 
27 市場風險係指銀行持有之金融資產因利率變動所致市場價值降低；信用風險則指銀行之放款及投資

部位因交易對手之信用品質轉差所致之損失。 



跨業經營對銀行獲利與風險影響之研究                                                             

38 
 

10. 利率（RDR） 

利率為實證模型之總體環境控制變數二，以中央銀行公布之重貼現率

（rediscount rate）衡量。儘管曾有不少文獻提出，利率變動會讓銀行之

收入與費用呈同方向變動，致其對獲利之影響不大，或是取決於其利率

敏感性缺口。但考量實務上，利率變動時，銀行資產之調整速度往往不

及負債之調整速度，亦即利息收入對市場利率的反應速度落後利息費

用。28 因此，預期利率與銀行獲利之關係將與涂兆信（2002）之實證結

果相近，兩者為負向關係。另一方面，觀察銀行業資產負債表可發現，

銀行業放款及貼現占總資產比重之平均值高達 60％，據此，利率愈高，

愈有助於提升銀行利息收入，而沈中華和張雲翔（2002）實證結果亦顯

示，存款利率與銀行風險呈負相關，因此，預期利率與銀行風險呈負向

關係。 

 

 

 

 

 

 

                                                 
28 係指當利率上升時，採浮動利率之存款負債成本將立即增加，而採浮動利率之放款業務，因其調整

頻率通常每三個月調整一次，在利息收入無法立即調整的情況下，銀行獲利將減少。反之，當利率

下降時，採浮動利率之存款負債成本將立即減少，在利息收入無法立即調整的情況下，銀行獲利將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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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解釋變數定義與預期方向 

解釋變數 變數定義 獲利面 風險面 

跨業經營：    

信託業務 信託基金餘額 ＋ ？ 

轉投資比重 長期股權投資/淨值 ？ ？ 

金控銀行 以虛擬變數表示，否＝0，是＝1 ＋ ？ 

經營特質：    
業務多角化程度 ∑

=

−=
n

i
iD PH

1

21  
？ － 

國際化程度 OBU 與國外分行資產/全行資產 ＋ ＋ 

備抵呆帳覆蓋率 備抵呆帳/逾期放款 － ＋ 

存放比率 放款/存款 ＋ ？ 

利率敏感性缺口比 (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淨值 

？ ？ 

總體環境：    

經濟成長 實質 GDP 年增率 ＋ － 

利率 重貼現率 － －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三、變數資料來源 

本文以上市櫃 25 家本國銀行為追蹤對象，研究期間包含 1999 至 2006

年，共 8 年，計 200 筆完整資料。主要變數之資料來源為中央銀行、金管會

銀行局、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公開資訊觀測站及行政院主計處，參見表 3-2。

其中各銀行之備抵呆帳覆蓋率、存放比率及利率敏感性缺口占淨值比來自中

央銀行出版之《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各銀行之信託基金餘額及是否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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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銀行來自金管會銀行局出版之《金融業務統計輯要》；經濟成長與利率資料

分別來自行政院主計處及中央銀行網站；代表國際化程度之 OBU 與國外分

行資產總額占全行資產總額比重、業務多角化程度之 HHI，是依據中央銀行

出版之《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自行計算而得；轉投資比重係取自於《台

灣經濟新報資料庫》計算而得；而代表獲利與風險之被解釋變數取自於《台

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各銀行年報計算而得。至於大型與小

型銀行之區分，係以中央銀行 2006 年出版之《本國銀行營運績效季報》所列

各銀行資產總額為標準。 

 表 3-2：變數資料來源 

變數種類 實證變數 變數代號 資料來源 

被解釋變數：    

 獲利指標 PROF 台灣經濟新報等 

 風險指標 RISK 台灣經濟新報等 

解釋變數：    

 信託業務 TRUST 金管會銀行局 

 轉投資比重 INVT 台灣經濟新報 

 金控銀行 BHC 金管會銀行局 

 業務多角化程度 DIV 中央銀行 

 國際化程度 INT 中央銀行 

 備抵呆帳覆蓋率 PLL 中央銀行 

 存放比率 LD 中央銀行 

 利率敏感性缺口比 GAP 中央銀行 

 經濟成長 EG 行政院主計處 

 利率 RDR 中央銀行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