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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順應金融環境及顧客對金融服務業務需求之轉變，異於過去銀行業設立新

的營業據點時，以工商活動所創造之淨利息收入為評估重點，本研究的目的在

於改以財富管理業務為出發點，改以理財手續費收入為經營績效代表項，探討

分行區位因素與其關係，以作為分行屬性定位及訂定績效目標之參考。在金融

商品同質性高、服務水平假設相同之前提下，分行區位因素對財富管理經營績

效之影響方向及程度為本研究驗證之核心。為達上述目的，在進行實證研究之

前，本章節將說明運用之研究方法及實證模型、資料來源，並對模型中之變數、

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加以闡述。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實證模型 

設立財富管理分行時，實務上時常運用地區覆蓋率之概念，本研究欲以實

證模型確實探討地區覆蓋率對理財手續費收入是否具有顯著之影響，若影響效

果是顯著的，該影響是正向或是負向。除了最主要探討的地區覆蓋率變數之

外，本研究同時納入其他可能影響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因素，期望建立更完整的

模型。 

在回顧影響銀行經銀績效因素之相關文獻後，歸納出幾個重要的變數，並

將具研究價值的解釋變數納入本研究實證模型中。除地區覆蓋率變數之外，本

研究另納入了地區 45 歲以上人口比率、財富度、本行競爭分行數、競爭對手

分行數、分行商圈距離、分行營業面積、分行租金等解釋變數，實證模型運用

各區域縣市或鄉鎮區之區域特性資料及以台灣一大型行庫 161家分行為樣本的

橫斷面資料，採用複迴歸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並以最小

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對各項解釋變數進行參數估計，設出關

係式如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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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式中，Y 為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POPULATION 為各縣市 45 歲以上的

人口數、WEALTH 為地區財富度變數，定義為各縣市家庭收支年度可支配總所

得乘上各縣市儲蓄率、ONESELF 為本行地區分行數、COMPETITION 為競爭

對手地區分行數、REACH 為分行商圈距離、COVERAGE 為本行地區覆蓋率、

AREA 為分行營業面積、RENT 為分行租金單價。第（1）式可進一步表示為以

下數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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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式中，i 表示分行別，j 代表縣市別，k代表鄉、鎮（區）別， t 代

表時期，ε則為殘差項。為避免內生性所產生之問題，導致實證結果產生偏誤

而影響模型之正確性，本研究實證模型除被解釋變數及人口特性相關變數採用

本期數據資料外，其餘解釋變數採用前期資料進行實證分析。Yi,t表示第i個分

行第t期的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有關解釋變數部分，在人口特性變數方面，

POPULATIONi,j,t及COVERAGEi,j,t分別代表第i個分行所在的第j個縣市第t期的

45歲以上人口數及地區人口覆蓋率，除此之外，LWEALTHi,k,t-1代表第i個分行所

在的第k個鄉(鎮、區)第t－1期的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支出乘上儲蓄率，

並對其取對數；在競爭及聚集經濟變數方面，ONESELFi,j,t-1及COMPETITIONi,j,t-1

分別代表第i個分行所在的第j個縣市第t-1期本身銀行分行數及競爭對手分行

數，REACHi,t-1及RENT i,t-1代表第i個分行第t-1期80%的主要客戶與往來分行最大

的直線距離及分行租金，最後LAREAi,t-1代表第i個分行第t-1期之營業面積，並

對其取對數。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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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使用為台灣22縣市地區1的資料，因此在估計的實證模型中，加

入各區域別的個別效果（Specific Effect）α n，在北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

的縣市由於區域特性的差異，可能存在個別特質影響該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

例如因區域間文化或理財觀念開放之差異，可能對顧客到銀行進行理財業務的

交易意願產生不同的影響等，因此本研究以東部地區為參考區域，在模型中加

入三個分別代表北部、中部及南部地區的虛擬變數，控制此一區域特性的差

異。2 

最後，為增加實證模型的精確性，本研究以RESET檢定（Regression 

Specification Error Test）檢測模型適當性、以JB值檢定（Jarque-Bera test）檢測

殘差項是否呈常態分布，並使用相關係數檢定各解釋變數樣本間是否具共線

性，使本研究過程更加嚴謹。 

                                                 
1 不含澎湖縣。 
2本研究以行政院主計處的劃分標準為依據將台灣劃分為四大地區：北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北

部地區包含台北市、台北縣、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基隆市及新竹市；中部地區包含苗栗縣、台

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及台中市；南部地區包含高雄市、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嘉義市、台南市；東部地區則包含台東縣與花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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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來源 

本研究除參考過去文獻用以評估銀行經營績效之各區位變數，判斷採用可

能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產生影響之各公開之次級統計資料進行實證研究外，並依

據Favero and Papi（1995）以1991年義大利174家銀行進行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

之研究結論，發現規模大的銀行有較高的效率，效率較高的銀行會致力於從事

非傳統銀行業務，以及Rogers and Sinkey（1991）指出，銀行資產規模與投入

非傳統活動之程度呈現正相關的研究結果。另採用台灣某大型銀行資料進行實

證分析研究，樣本銀行營業據點遍佈於台灣各縣市，其區位條件自是具差異

性，除此之外樣本銀行近幾年致力於發展財富管理業務並有顯著之績效，故以

樣本銀行全省主力推行理財業務之分161家為分析樣本，作為本實證研究模型

之其他資料來源。茲將各變數資料來源分述說明如下： 

整體而言，本研究採用樣本銀行初級資料及公開之次級研究資料，後者多

採用來自內政部及中央銀行官方資料。有關被解釋變數理財手續費收入，過去

因佔其銀行營收比例偏低，而被併入手續費收入科目中鮮少獨立進行統計及分

析，直到近幾年財富管理業務因環境改變，逐漸對銀行獲利產生重要性之影

響，理財手續費收入方受到重視，然資料的有效蒐集端賴會計科目之建立、資

訊系統之建立及第一線交易登錄習慣之改變，是故銀行理財手續費收入資料取

得困難。本研究為確認各區位變數與財富管理業務之影響關係，乃以理財手續

費收入作為分行績效的代理變數，然受限於理財手續費收入的資料蒐集，以橫

斷面資料進行實證研究。 

有關解釋變數中各縣市45歲以上人口數，資料來自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月

報。地區財富度則以各縣市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支出為代理變數，資料

取自內政部主計處最近一次公告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各縣市地區分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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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競爭對手分行數等資料取自中央銀行全國金融機構一覽資料。分行商圈距離

來自最近年度對客戶發出的問卷調查回函，目標客戶為最近年度平均存款餘額

達一定水準且於問卷寄發前六個月內曾到分行從事臨櫃交易之客戶，估算每個

分行80%主要顧客至往來分行的最大直線距離，定義出各分行的主要商圈距離

大小。而地區覆蓋率資料則以縣市劃分，計算縣市內各分行所在地之鄉、鎮（區）

之總人口數，並取對數後為地區覆蓋率之代理變數，最後，分行營業面積及分

行租金單價來自樣本銀行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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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數說明與假設 

由前所述，本文除了最主要探討的地區覆蓋率變數之外，尚歸納出地區45

歲以上人口比率、財富度、本行競爭分行數、競爭對手分行數、分行商圈距離、

分行營業面積、分行租金等解釋變數等影響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因素。針對

上述幾項的變數，對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具有重要影響的原因及預期影響方向

分述如下： 

一、地區45歲以上人口比率 

針對45歲以上人口比率所定義的人口特性區位變數進行說明，依前所述，

關於銀行區位研究，人口特性屢次出現於國內、外相關文獻中，Alexanderson

（1969）與Doyle、Fenwick & Savage（1981）所建立的模型中，針對年齡超過

65歲的人口比率分別說明對分行淨利與個人帳戶數有顯著而正向之影響，在

Clawson（1974）的研究中，除了提出45至64歲人口數對分行淨儲蓄利得產生

正向顯著的關係外，文中另提到重複性之變數，如65歲以上的人口數，經迴歸

分析之結果雖非成功顯著之變數，但並不表示該變數無重要性的。依據各國統

計數據，50歲以上人口總資產都比其他世代雄厚，3在資訊及傳播媒體的發達，

理財觀念普及化的環境下，理財客戶年齡亦有逐年下降之趨勢，本研究以45歲

以上人口比率變數對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影響為正向效果。 

二、財富度 

理論上當個人收入扣除生活所需之消費後若仍有餘額，方有能力進行儲蓄

或投資等理財活動，而地區工商活動之活絡及繁榮同時亦促進個人所得增加，

推論地區受薪階級的所得對銀行理財手續費收入之影響應有正向的影響，

                                                 
3 依日本總務省、英國銀行、美聯邦準備理事會及義大利銀行統計，各國最富裕年齡幅分別為日本 70
歲以上、英國 55~64 歲、美國 55~64 歲、義大利 51~64 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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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son（1969）與Clawson（1974）分別以平均家庭所得及每人平均所得

為地區財富度，研究結果同樣認為地區財富度對銀行淨利及淨儲蓄利得產生有

利的影響。依據Min（1989）的研究，所得水準及平均儲蓄傾向皆為分行開設

與否的正向區位要素。基於前述，本文採用地區工商服務業工作人數全年薪資

支出，並依前期儲蓄率估算成為地區財富度資料來源，以說明該地區的富裕程

度，並假設對手續費收入有正向效果。 

三、地區分行數 

除了與銀行績效有相輔相成效用之財富度外，競爭關係亦是影響分行績效

的重要因素。在過去相關文獻中，陳建成（1975）及江莉莉（1979）同樣認為

同性質的金融家數與工商家數同樣對績效有正面的貢獻，Alexanderson（1969）

證明金融機構數目對分行淨利的貢獻有正面的助益，Kenneth (1990)亦指出分行

區位選擇在靠近最大競爭對手有時是最佳的區位選擇，在實務上金融機構在設

立財富管理分行時即採取此設點策略。 

然Min（1989）與Paraskevi（1995）則持不同之意見，Min（1989）認為現

存分行數目限制了分行的開設，而Paraskevi（1995）研究則提出自身分行數對

定期性存款量的提升有助益，而競爭對手分行數則抑制了分行定期性存款量，

Clawson（1974）亦提到分行鄰近競爭對手營業據點不利於淨儲蓄利得。因此

本研究以各區域本行競爭分行數及競爭對手分行數為模型中兩項解釋變數，惟

預期本行競爭分行數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為正向效果，競爭對手分行數對理財手

續費收入的效果則因為可能瓜分市場而預期為反向效果。 

四、分行商圈範圍 

在分行商圈範圍方面，由於商圈大小及特性往往對一個零售據點的營收潛

力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界定商圈為零售地點分析中重要的課題。所謂商圈

（Trade Area）係指一家零售據點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銷售可及之範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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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空間區位選擇競爭分析研究，Applebaum（1966）提到零售商可運用瑞利

零售吸引力定律（Reilly’s Retail Gravitation Law）及哈夫的購物者吸引力定律

（Huff’s Law of Shopper Attraction）來界定商圈。 

瑞利零售吸引力定律（Reilly’s Retail Gravitation Law）藉著衡量不同零售據點

的相對吸引力，計算出兩城市（零售據點）間的分歧點（Point of Indifference），

劃分出購物地區之範圍大小與消費者距離之關係。而商圈範圍與人口數成正相

關，與距離成負相關。在瑞利定律中主要考慮距離的影響力，而顧客認知的距

離（Perceived Distance）常受購物經驗的影響，當服務及零售據點設施良好，

會取得顧客較好的印象，其在認知上的距離會較真正的距離為短。 

哈夫的購物者吸引力定律（Huff’s Law of Shopper Attraction）認為吸引顧客的

能力取決於零售據點間相對吸引力，加入商品種類、到不同競爭商店的交通時

間及交通時間對購物行為影響之敏感度等因素，界定出商圈，如商品同質性愈

高，則顧客愈在乎交通時間與距離，而商品同質性愈高低通常來自於過去經驗

或針對消費型態進行調查。故依據哈夫定律，可以零售據點為中心，算出吸引

顧客的概率，進而推估出鄰近區域來店人數及營業額，以預測零售據點之營業

潛力。中地理論架構出的重要觀念，一為範圍（Range），一為門檻（Threshold），

分別定義為顧客為購買該商品或服務所願意旅行的距離及為維持營運，必須要

有一最低距離的營業區域。Min（1989）亦在研究中提出客戶離分行平均距離

與分行開設與否呈現負向的關係。本研究則欲運用顧客發現法（Customer 

Spotting），以分行為中心點，針對在樣本銀行擁有一定金額以上之存款且最近

一年內與分行有往來經驗之活動客戶為調查對象，採用前期顧客調查回函之通

訊地址視為顧客位置，將百分之八十的顧客與往來分行的最大直線距離，定義

為分行商圈距離，預期商圈距離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為反向效果。 

五、地區覆蓋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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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位分派模型（Location-Allocation）中，由交通成本最小或服務範圍最

大的區位選擇與市場需求分派的假設下，解出組合型態目標函數之最適解。就

零售業而言，市場需求分派決定於客戶，是客戶在完全自主的選擇下表現出來

的空間行為結果，只有區位選擇項目是可以控制的，而其目標函數可分為二： 

（一）包含競爭者位置（Market-Share Model；MSM） 

客戶不在意商品的品牌，而以「最近鄰位置」為考量，選擇交易對象，所

謂「最近鄰位置」係指客戶從一定位置（如住家或工作位置）到商店最近距離

而言。此時，在已知競爭者位置下，一個以客戶立場而言的最佳營業位置，能

使目標函數分配到總需求量或市場佔有率最大化。 

（二）忽略競爭之存在（Competition-Ignoring Model；CIM） 

在忽略競爭者的情況下，需求對距離而言是具需求彈性的，距離營業據點

較遠的客戶可能為競爭對手所取代，而呈現一遞減線性函數，求總需求之極大

化等於求總距離之最小化。 

本研究地區覆蓋率依樣本分行所在地 22 縣市劃分，以各分行為基礎，根

據所在地址之鄉鎮或行政區，計算該縣市覆蓋的人口數為地區覆蓋率資料，本

研究採用地區覆蓋率之概念，欲測度銀行地區營運腹地覆蓋富裕客戶和大眾零

售客戶程度，在商品同質性高及商品價格無差異下，覆蓋程度愈高，則有愈高

的機會密度接觸及銷售商品予客戶，預期地區覆蓋率愈高，對提升理財手續費

收入有正向之影響。 

六、分行營業面積 

銀行所面對的是非價格競爭，涉及到商品同質性、服務專業性、內部流程

作業改善、競爭形態及現有分行分布情形，就財富管理業務而言，除了以上之

競爭要素，分行營業場所是否寬敞舒適以提供客戶隱密的理財洽談空間，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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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業間競爭要素之一，著名的哈夫購物者吸引力定律（Huff’s Law of Shopper 

Attraction）認為客戶從幾家商店中選擇某家商店購物的機率與其商店坪數成正

向關係。梁煒怡（1995）提到營業場所面積代表零售引力的大小，面積愈大代

表商品多樣化，對顧客的吸引力愈大。因此本研究以各分行營業面積做為解釋

變數，假設其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產生正面效果。 

七、分行租金 

根據Alonso競租理論（Bid Rent），說明土地價格是由市中心區向外圍降

低，各種土地使用型態的區位係決定於各項經濟活動支付地租的能力，透過競

租的方式，距離市中心區不同距離下的各區位由可負擔最大地租者取得，從而

決定了各種經濟活動之最佳區位。Ratcliff（1949）進一步提出土地的效用是決

定於數種區位使用之相對效率，並以付租能力（Rent Paying Ability）來決定，

其使用能力取決於基地能產生的經濟效用。Ken & Simmons（1990）以此解釋

土地的競爭，認為競爭常發生在商業核心區，環繞在可及性最高之地點而形成

最高的土地價值，如圖9，百貨公司因具較高之競爭力，得競標周邊商業設施 

 
 
 
 
 
 
 
 
 

 

 

圖 9：競標地租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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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備及人潮眾多之都市中心，負擔最高的租金，相反的，五金行因相對較不具

競爭能力，則不願負擔高租金而設於離都市中心較遠之地區，即租金乃由最高

競標者（Bidder）以距離及可及性水準所決定。一般而言，愈接近消費者，市

場滲透力愈高，而區域內消費人潮愈多，則該地區的不動產租金相對愈高。此

外，Miller（2000）指出過去租金是生產力的函數，而零售店面的坪效是衡量

生產力的指標，未來零售空間的生產力與價值之衡量，在於對客戶所提供的服

務所發生的效用。因此本研究以分行租金單價說明銀行區位之可及性要素，預

期分行租金對理財手續費收入有正向效果。玆將模型中各項實證變數的定義與

說明，及其對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的預期影響彙整列於表6。 

八、地區特性 

因各區域間不同的特性，對其地區性從事理財活動的觀念及方式或有不同

的作用力，因此，本研究以東部地區為參考區域，於模型中加入三個分別代表

北部、中部與南部地區的虛擬變數。北部、中部與南部地區的縣市財富度都較

東部地區為高，因此本研究預期北部、中部與南部地區虛擬變數，與分行理財

手續費收入之間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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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實證變數之基本說明 

變數  變數說明 平均值  標準差 預期影

響方向

Y  96 年 1 月至 96 年 12 月分行理財
手續費收入實際值（千元） 24093.85  13765.14  

POPULATION  縣市區域 45 歲以上人口比率 0.36  55753.62 ＋ 

LWEALTH  
地區工商服務業工作人數全年薪
資支出×平均儲蓄傾向（千元）取
對數 

6.86  2757.36 ＋ 

ONESELF  縣市區域本分行數（家數） 22.17  463.76 ＋ 

COMPETITION  縣市區域競爭對手分行數（家數） 387.86  28.04 － 

REACH  
80%客戶與往來分行之最大距離

（公尺） 4983.19  0.36 － 

COVERAGE  
各縣市分行所在鄉鎮（區）之人

口總數（千人） 1606307.20  0.20×10-2 ＋ 

LAREA  分行營業面積（坪）取對數 2.51  6595.33 ＋ 

RENT  分行租金（千元） 560.03  2.76 ＋ 

REGION1  若該分行位於北部則為 1；否則為 0 0.53  3884.82 ＋ 

REGION2  若該分行位於中部則為 1；否則為 0 0.20  3121.39 ＋ 

REGION3  若該分行位於南部則為 1；否則為 0 0.23 3720.00 ＋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月報、內政部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中央銀行國內金融機構一覽、銀行初

級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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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數資料分析 

關於被解釋變數理財手續費收入的部分，依樣本銀行2007年資料分析，台

北市、台北縣、桃園縣、高雄市及台南縣依序為理財手續費收入最高之五大縣

市，其中台北市、台北縣及桃園縣共78家分行，其理財手續費總收入佔全行54.1

％，超過全行之一半。然若以各縣市別劃分計算各縣市分行的平均手續費收

入，依其多寡排序，則分別為基隆市、台北市、彰化縣、新竹縣、桃園縣。 

關於解釋變數，各縣市超過45歲人口比率，依2006年12月底資料顯示，台

灣省45歲以上人口共6,389,460人，佔總人口數的34.14%，綜觀台灣省各區域，

45歲以上人口最多的前五大縣市或區域分別台北縣、台北市、桃園縣、高雄市、

台中縣，其中台北縣及台北市45歲以上人口數皆超過100萬人；而以各縣市45

歲以上人口比率觀察，台北市仍為人口最為老化之城市，45歲以上人口比率佔

39.71%，此應與台北市為都市化程度較深之區域，各項措施便利豐富，立地條

件佳，且老人福利政策優於其他縣市有關，但都市過度發展的結果亦導致房價

高漲，促使無力負擔高房價之年輕人口遷移至鄰近台北縣或桃園縣等，亦造成

一定程度的年輕人口外流，其次45歲以上人口比率較高之縣市分別為嘉義縣、

澎湖縣、雲林縣及台南縣，以上縣市則因為位置偏遠、產業不發達等因素，而導

致年輕就業人口外流，特別一提的是桃園縣，其45歲以上人口數雖僅次於台北縣

及台北市，卻僅佔該區域的30.08%，為全省比率最低之地區。 

地區財富度資料取自內政部主計處，以各縣市分行所在地之鄉鎮（區）之

各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支出4之和乘上儲蓄率5並取對數得之，此乃以財

                                                 
4 薪資支出係指支付給全年所有從業員工之全部薪資，包括支付給年底已離職者之薪資；全年薪資包

括本薪、固定津貼（如房租津貼、水電費、伙食費、交通費等）、按月發放獎金（如工作、績效、業

績、全勤獎金等）及非經常性薪資（如加班費、非按月獎金及夜點費、誤餐費等其他津貼）；但不包

括退休金、撫恤金、資遣費、勞工保險費、其他保險費、全民健保費及其他福利補助費。自營作業者

及無酬家屬工作者之薪資，係以其隨時在該企業提用之現金或物品折值計算。勞動報酬：即「薪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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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管理分行觀點定義而來。以薪資所得作為財富度之代理變數，薪資支出較高

之縣市相對為較為富裕之縣市，且其工商經濟活動亦相對活絡，另將t-1期之儲

蓄率列入計算，乃將國民儲蓄基礎納入變數資料中反應可能從事投資或理財的

財富基礎。所謂國民儲蓄係全國各經濟部門在一定期間內國民可支配所得未用

於消費者，與一般大眾觀念上之儲蓄不同。 

以最近一期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各縣市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支出

數據顯示，以台北市居冠，且佔台灣各縣市全年度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

支出達29%，接近三成的水準，台北縣居次，桃園縣第三，第四及第五分別為

高雄市及臺中市，前五大縣市區域其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支出總計達

1,951,717千元，佔全台灣省總財富的64.74%，顯見財富有區域性集中的情形，

尤以大台北地區為甚，且其財富集中情形與地區金融機構分行數的分布集中情

形有其一致性，如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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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各縣市金融機構設立與財富度分布情況 

                                                                                                                                                    
福利津貼」，包括上述之「薪資支出」與其他非薪資之福利津貼（如雇主提撥之退休金、保險費、全

民健保費、資遣費、職工福利基金提存與其他福利支出）。 
 
5國民儲蓄(淨額)＝國民可支配所得－國民消費(＝民間消費＋政府消費) 
國民儲蓄毛額＝國民儲蓄淨額＋固定資本消耗 
國民儲蓄率(即儲蓄率)＝國民儲蓄毛額÷國民生產毛額 

資料來源：整理自銀行局網站及內政部《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銀行理財手續費收入決定因素之研究                                                         

48 

其次觀察分行所在地之鄉鎮或區之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全年薪資支出，前五

大富裕地區皆位於台北市，包含了中山區、大安區、松山區、中正區、信義區，

第6至10大富裕地區則依序為新竹市東區、台北縣三重市、桃園縣中壢市、台

北縣板橋市及新莊市，更顯見財富集中於北台灣之趨勢明顯。 

有關樣本銀行及競爭對手營業據點分布現況，自身銀行營業據點遍達台灣

各縣市，按縣市區域家數多寡排序，依序為台北市50家、台北縣25家、高雄市

15家、桃園縣13家及台南縣12家，而面積廣大之南投縣僅有3家，花蓮縣、台

東縣亦分別僅設置1家分行，此種單位土地面積上之密度差異，當可解釋為區

位因素所影響；若以其佔有率觀察，台北市分行數佔全樣本銀行總分行數的

26.46%、台北縣佔13.23%、高雄市佔7.94%、桃園縣6.88%、台南縣6.35%、其

餘縣市其比率皆小於5%，其中以花蓮縣、嘉義縣、台東縣及澎湖縣比率最低，

僅達0.53%；觀察其分行設置集中情形，設於台北市、台北縣及高雄市三大都

會區之分行數總計有90家分行，佔48%，可見分行設立之集中程度乃依工商業

活動之頻繁而定。各縣市本國銀行設立分行情況如表7。 

另有關區域裏同一金融機構分行間聚合競爭情形，分行間往往同時存在互

相合作及競爭的複雜競合關係，對顧客而言，綿密的分行網絡分布提供客戶於

同一金融機構的不同分行間從事金融交易，因為提供客戶更多的方便性，將有

利於客戶優先選擇與其往來及提高客戶往來意願，在未達規模不經濟的情況下

（例如：增加平均成本），增設分行可使利益增加至最大限度，然對個別分行

間的績效而言卻存在著更激烈的非價格競爭。 

而以縣市區域內的所有金融機構的分行數及本行分行數計算分行市占

率，區域佔有率前五名分別為澎湖縣16.67%、臺南縣12.37%、基隆市10.71%、

雲林縣9.80%、屏東縣9.09%，反觀屬一級戰區的台北市、台北縣，本分行縣市

分布比率雖高達26.46%及13.23%，然其地區佔有率卻僅有5.52%、4.6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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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自身銀行及競爭對手各縣市分行設立情況 

縣市別  

總分行數 

（家） 

（A） 

 
競爭對手

分行數 
（家） 

樣本銀行

分行數 
（家） 

（B） 

縣市 
市佔率

（%） 
（B）/（A） 

 縣市分 
布比率 
（%） 

（B）/本行總分行數

台北市  906  856 50 5.52  26.46

臺北縣  534  509 25 4.68  13.23

基隆市  28  25 3 10.71  1.59

宜蘭縣  41  38 3 7.32  1.59

桃園縣  246  233 13 5.28  6.88

新竹市  85  82 3 3.53  1.59

新竹縣  48  45 3 6.25  1.59

苗栗縣  47  44 3 6.38  1.59

台中市  224  217 7 3.13  3.70

台中縣  159  150 9 5.66  4.76

南投縣  43  40 3 6.98  1.59

彰化縣  114  108 6 5.26  3.17

嘉義市  54  51 3 5.56  1.59

嘉義縣  19  18 1 5.26  0.53

雲林縣  51  46 5 9.80  2.64

台南市  135  128 7 5.19  3.70

台南縣  97    85 12 12.37  6.35

高雄市  298  283 15 5.03  7.94

高雄縣  101  93 8 7.92  4.23

屏東縣  77  70 7 9.09  3.70

花蓮縣  27  26 1 3.70  0.53

台東縣  12  11 1 8.33  0.53

澎湖縣  6  5 1 16.67  0.53

合  計  3,352  3,163 189 100  100

資料來源：整理自銀行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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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5.28%，可見台北縣市之競爭程度及金融機構設立之密集程度，此現象再次

說明城市的高度發展及工商發展的活絡帶來的金融需求，吸引金融機構前往設

置分行，搶佔市場大餅，而樣本銀行早期配合主管機關為促進城鄉發展而於偏

遠地區設立分行，使其在偏遠地區的市占率偏高。競爭對手分行分布的區域則

以台北市856家佔25.54％最多、台北縣509家佔15.18%次之、第三為高雄市283

家佔8.44％，反觀澎湖縣5家僅占0.15％、嘉義縣18家佔0.54%及台東縣11家佔

0.33%，顯然競爭對手之分行分布較無政策性配合之問題而使分行據點更貼近

工商經濟活動之活絡程度。 

至於分行商圈距離及地區覆蓋率之資料，觀察個別分行商圈距離之大小，

擁有最大商圈距離的分行位在宜蘭縣，商圈距離最小的分行則位在台北市；若

以縣市別為單位劃分，分行商圈平均距離最大為雲林縣，平均達7,525公尺，其

次依序出現在宜蘭縣、台中市、嘉義縣、桃園縣、新竹市，其商圈範圍皆在6,000

公尺以上，而最小商圈在基隆市及南投縣，平均為3,070及3,097公尺。觀察商

圈大小數據值，樣本銀行分行的商圈範圍較新銀行為大，此現象推測除了與分

行所在區域之銀行密度有相關外，應與該銀行較早進入市場有其關連性，有關

商圈大小以中地理論之概念說明，中心地區的服務範圍與人口數、人口密度、

居民所得及與其他中心地之距離有密切關係，銀行為求維持營運，需有一最低

距離之腹地。 

以分行所在地之鄉、鎮或區人口計算地區覆蓋率，覆蓋人口超過100萬人

的有台北縣、台北市、高雄市及桃園縣四個縣市，皆屬於人口密集區域，覆蓋

人口數多，可以增加網羅客戶的機會，有助於理財手續費收入的提升。依統計

數據，發現都會區之覆蓋率仍較一般地區為高，說明都會區金融需求程度較

高、人口密度相對高，促使銀行密集設置分行以增加地區覆蓋率，提高招攬客

戶機會及交易，提升銀行經營績效。 

就分行營業面積觀察，營業面積較大之分行通常為營運量或分行淨利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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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之單位。此外營業面積較大之分行大多位於都會區，如台北市、台中市、

高雄市或較為繁榮的市鎮，如員林鎮，此現象應與都市中心地商業設施較為齊

備，以及計畫性進行商業區或住宅區規劃，而相對較可能有適當建築物提供銀

行進駐，然而，分行的空間及格局安排，仍需視收入潛力之高低及目標市場定

位而定，例如在收入潛力較低之區域，因增設分行所創造的收入較低，因此分

行規模亦較小，或只提供基本服務，此外，由於網際網路及電子化通路服務的

興起，零售銀行業務的交易管道趨於多樣化，面對交易通路的變化，分行的作

業及空間應做出適當的調整，如集中後台作業，騰出額外的空間及資源，在現

有的交易服務功能上與來行客戶做面對面的服務活動，尤其是強化提供客戶銷

售及諮詢的功能。 

最後有關分行租金單價資料，前10名最高租金單價如預期均落在台北市，

其中又以松山區為最高，樣本資料於該區共8家分行，與台北市各區比較，僅

次於大安區；而租金單價最低者落在嘉義縣，顯示其可及性及相關商業設施較

不及其他區域，區位條件較不適合銀行之設立，此與樣本銀行在嘉義縣僅一營

業據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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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在過去財富管理業務創造之收入相對於銀行整體獲利來看並不具重要性，

近年財富管理業務因社經環境轉變，而一躍為金融產業重要的經營發展趨勢，

為維持銀行之有效營運，理財業務為各家銀行競逐之新興金融服務項目，理財

手續費收入因對銀行獲利的影響提升，其獨立的相關資料始有分析及追蹤之必

要而受到重視，然其資訊蒐集極需仰賴系統之整合，故僅能取得 2006 年 7 月後

之資料，由於該資料期間太短恐不利於估計。然考量被解釋變數與解釋變數間

可能產生之內生性問題而影響模型之正確性，因此在理財手續費收入的變數

上，僅選取 2007 年 1 月至 12 月資料。 

其次，有關分行商圈範圍之界定，本研究採用上一期與分行有往來經驗之

往來問卷回函相關資訊定義出分行的主要商圈，然因詐騙風氣盛行，調查表回

收率偏低，前期回函樣本數共計 2,497 份資料，平均每一分行平均回收件數為

15.5 件。 

本研究旨在以財富管理分行角度，探討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與區位因素間

之關係，並經由實證結果分析各區位因素對理財手續費收入之影響方向及程

度，故過去文獻或實務上列入分行營業據點評估的因素，如工商業家數變數將

不納入研究，本研究在模型中以截距項β0估計上述無法列入考量因素之影響效

果，並以αk的不同截距即代表個別區域不同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