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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資料來源 

 

    本研究與公務人員退撫基金相關之資料，來自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網站所公開的資訊，實證模型之治理變數所採用的會議期間是自八十六年

十月至九十五年十二月，即第八次至第五十二次開會，由於會議非定期召

開，故本研究以每次開會做為樣本數，其中治理變數的三個構面：「議案

之性質」、「議案之議決結果」、「委員代理比例」，是由四十五次會議紀錄

中整理而得。應變數之總資產與委託經營金額，解釋變數之資產配置於銀

行存款、有價證券、短期票券金額，為自退撫基金網站所公開各項統計資

料之資產配置明細表中取得，開會討論事項為根據會議召開前的環境變數

或是相關事項來做提案討論，故考慮時間落後的因素，不計算開會當月之

情況，是故資料期間為自八十六年五月到九十五年十一月。 

至於環境變數：「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股價指數」、「商業本票

31-90 天期票券市場次級利率」的衡量期間，為自八十六年五月到九十五

年十一月，資料來源為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行政院主計處公佈的月資

料。由於每次會議所討論的事項多為其至開會月份之上個月之績效表現，

所以環境變數以落後一個月之兩次會議期間之平均來表示，與應變數的計

算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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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數定義與假說 

 

一、應變數 

    本研究使用資產帳面價值的淨增加來作為實證模型的應變數，衡量監

理機制發揮之效果，公務人員退撫基金將其資產存放在金融機構、購買票

券、債券、有價證券、委託經營…等，所謂總資產為其資產配置之加總。

由於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退撫基金自行經營的部分受治理變數的影響效

果，是故，計算方式為淨資產的變動扣除委託經營的部份，表示兩次會議

期間績效的衡量。 

 

二、 解釋變數 

    解釋變數可以分為「治理變數」、「環境變數」、「其他變數」三類，分

別說明如下： 

1. 治理變數：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標，在於監理機制對基金績效的影響效果，也就是

欲探討治理變數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治理變數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要變

數，可以分為三個構面十一個變數，三個構面分別為：「議案之性質」、「議

案之議決結果」、「各類委員代理人出席占開會人數比例」，可以發展出十

一個變數：「討論績效之議案比例」、「有修正之議決比例」、「無意見之議

決比例」、「資方、學者專家之代理者出席比例」、「三秘書長代理者出席比

例」、「部會首長代理者出席比例」、「地方政府代表代理者出席比例」、「討

論績效之議案比例與資方、學者專家與列席者之代理比例交叉項」、「討論

績效之議案比例與三秘書長代理比例之交叉項」、「討論績效之議案比例與

部會首長代理比例之交叉項」、「討論績效之議案比例與地方政府代表代理

比例之交叉項」，相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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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議案之性質 

    以開會紀錄來看，議案之性質可以分成九類，其中議案性質屬於

辦理基金整體績效之考核事項者，與基金之績效的衡量最具相關性，

因此以議案性質為辦理基金整體績效之考核事項在每次會議所討論的

議案中所占的比例，作為解釋變數，每次會議所討論的基金績效大多

數為針對過去的績效表現作討論，可以預期由於過去的績效表現不

佳，所以在會議中的提案討論比例會增加，所以議案性質屬於辦理基

金整體績效之考核事項占議案比例，會與績效表現呈現負向關係，另

ㄧ方面，由於會議中有些績效考核事項是例行性的，若與績效呈現負

向關係，或許可以說是治理機制成效不彰。 

（2）議案之議決結果 

    議案之議決結果，可分成「照案通過」、「修正後通過」、「再議」、

「暫不提出」或「未議」五類，委員對於議案討論的決議結果，也許

可以看出其對基金運作的涉入程度，進而對基金績效產生影響效果。

根據開會記錄所做的統計分析來看，「照案通過」與「修正後通過」兩

種議決結果，占議決結果最大的比例，是故，本研究以照案通過所占

議決結果之比例與修正後通過所占議決結果之比例作為解釋變數，來

看其對於基金績效的影響效果與方向。本研究預期議案之提出無修改

意見即通過所占議決結果之比例與基金績效呈現負向關係，若是議案

討論後委員有意見之修正或是建議之提出所占議決結果之比例愈高，

則對於議案的討論越多，則基金之監理機制愈強，對基金之績效表現

應有正向關係。 

（3）委員代理人出席占開會人數比例 

    監理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可以分成機關代表：「三秘書長」、「部會

首長」、「地方政府首長」與「軍公教代表、學者專家代表」四類，由

會議紀錄來看，機關代表本人出席比例均低，而代理比例高，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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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委員代理比例來作為解釋變數。 

部會首長屬於資方代表色彩濃厚，由於退撫基金是由政府與參與

者共同提撥，本研究預期其相關人員出席情況與基金績效呈現正向關

係。軍公教代表與學者專家，為付費者代表與具有專業之學者專家，

由私部門公司治理與績效關係來看，專業管理者擔任董事席次比例、

其他股東擔任董事席次比例皆與公司績效呈現正向影響關係22。故本

研究預期其與基金績效呈現正向影響關係。 

（4）議案之性質與委員代理比例之交叉影響效果 

    廻歸模型的一次項代表斜率，交叉項表示修正斜率的影響效果。

由於難以衡量代理人與被代理人的目標是否具有一致性，因此代理問

題的產生使得代理比例與討論績效議案對於基金績效的交叉影響效果

難以預期。 

 

2. 環境變數： 

    本研究之環境變數可分為「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股價指數」、「商

業本票 31-90 天期票券市場次級利率」三項。 

    根據鄭文輝、鄭清霞（1999）由於退撫基金屬於長期基金，會因為通

貨膨脹的因素對基金之實質購買力造成侵蝕，而且其是用來支付老年給

付，故收益率至少不得低於通貨膨脹率。是故當通貨膨脹率愈高，基金應

有更高之績效表現，又本研究之變數是以名目值表示，由以上兩個原因推

估，本研究預期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會與基金績效呈現正向關係。 

    許多公司治理相關文獻都顯示公司績效將受股價指數的影響，根據李

宛珊（2004）退休基金投資股票的比重將影響基金淨值，若投資股票比重

                                                 
 
22 根據《公司治理與評等系統》一書所述：最大股東支持專業管理者以個人名義擔任董事，可

以善用其專屬公司的知識，所以專業管理者擔任董事席次比例與公司績效成現正相關。若其他股

東在董事會影響力愈大，則其對最大股東愈有制衡力量，能減少最大股東負的侵佔效果，故其他

股東擔任董事席次比例與公司績效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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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則基金淨值受到股票市場的波動程度將愈大，因此股價指數將是影響

基金績效之重要的環境變數。股價指數對基金績效的影響會透過退撫基金

資產配置於股票市場的比例而有所影響。一般而言，股價指數會與基金績

效呈現正向關係，股價指數愈高則基金績效表現愈佳。 

    退休基金之資產配置早期在投資種類較少的情況下，在票券市場占有

重要比重，雖然隨著投資種類的增加，投資在票券市場的比重逐漸減少，

但是基於流動性的考量，仍然有必要持有一些變現性極高的短期票券（鄭

文輝、鄭清霞，1999），由於退撫基金屬於中長期基金，本研究以商業本

票 31-90 天期票券市場次級利率來作為解釋變數較適宜，並預期利率與基

金績效呈現正向關係。 

 

3. 其他變數： 

    監理會對於退撫基金的資產配置有審議之責任，又許多文獻指出，退

休基金的資產配置，影響了絕大部分的基金操作績效，是故本研究將資產

配置作為解釋變數，並對其取 log 值來估計其對基金績效的影響效果。其

中，資產配置在委託經營、國內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短期票券等占較高

比重，委託經營的經營績效有另外的衡量方式，不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

內，本研究關注在退撫基金自行經營部份之表現，是故將資產配置占較大

比重的「國內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短期票券」，作為本研究之解釋

變數來估計其對基金績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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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模型與統計概況 

 

一、 實證模型 

基於前述對變數的說明，實證模型可以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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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90

     +  log +  log  + log  + 

β β 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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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β β ε

討論績效議案比例 （議決結果） （代理者出席比例）

（代理者出席比例 討論績效議案比例） 股價指數）

（物價指數年增率） （ 天期商業本票利率）

（ 銀行存款） （ 有價證券） （ 短期票券）

 

 

議決結果：有修正之議決比例或是無意見之議決比例。 

   代理者出席比例：軍公教、學者專家代表代理人出席比例、三秘書長代理人出席比

例、部會首長代理人出席比例、地方政府代表代理人出席比例。 

 

二、 統計概況 

    以四十五次會議做為樣本，表 五-1 為實證變數的統計概況，扣除委

外的資產淨變動平均為四十八億三千四百萬，若以總資產的淨變動來看則

為七十億四千一百萬，若是績效不佳或是退休給付小於收入，資產的變動

可能為負值。以議案的性質來看，平均每次會議中辦理基金績效考核事項

的比例最多，平均有 1.9 件議案，次為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之審議，平

均為 1.8 件，有關基金委託經營的案件平均為 1.5 件，至於其他案件，平

均在每次會議中的討論未及 1 件，甚至辦理基金給付爭議之審議事項，在

四十五次會議中未有討論過。在議案的討論結果方面，平均每次會議照案

通過的案件為 3.9 件，多於有修正意見之議決結果之平均為 2.9 件，其他

的議決結果在會議中較少出現。若以委員代理人出席占每次開會總人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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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來看，平均部會首長代理人出席占開會人數的比例最高，次為地方政

府首長代理人出席比例。平均消者物價指數年增率為 0.89，顯示物價指數

不斷攀升，有通貨膨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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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本研究之實證變數之統計概表 

 

 

變數 觀察值 平均値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淨資產變動（千元） 45 7041797 6527644 -5609850 20700000 
扣除委外之淨資產變動（千元） 45 4834436 8841578 -24800000 20700000 

   議案之性質 
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之審議 45 1.7556 1.5690 0 6 
基金委託經營年度計畫之審定 45 1.4667 1.5754 0 5 
基金管理年度預算、決算之覆核事項 45 0.5556 0.5860 0 2 
辦理基金整體績效之考核事項 45 1.8889 1.3352 0 5 
基金提撥費率及幅度調整案之審議 45 0.2000 0.4045 0 1 
辦理基金給付爭議之審議事項 45 0.0000 0.0000 0 0 
其他關於基金業務監督事項 45 0.8667 1.0996 0 4 
相關法規、法案修正之事項 45 0.6667 0.9293 0 3 
其他 45 0.3111 0.7014 0 3 

   議決結果 
照案通過 45 3.9111 2.5479 0 12 
修正後通過 45 2.8667 1.5754 0 6 
再議 45 0.5333 0.8944 0 3 
暫不提出 45 0.3111 0.5963 0 2 
未議 45 0.2000 0.5477 0 2 

   委員出席變數 
學者專家暨資方代表之代理人出席 
/開會人數 

45 0.1139 0.0552 0.0000 0.2105 

三秘書長代理人出席/開會人數 45 0.1124 0.0363 0.0000 0.1667 
部會首長代理人出席/開會人數 45 0.2289 0.0317 0.1579 0.2778 
地方政府代理人出席/開會人數 45 0.1980 0.0293 0.1429 0.2500 
環境變數    
股價指數 45 6163.77 1194.93 4075.33 9061.30 
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 45 0.8967 1.2236 -1.1400 3.3700 
商業本票 31-90 天期利率 45 2.5669 2.0376 0.8600 7.7500 
資產配置變數    
銀行存款（千元） 45 47000000 12400000 17300000 70500000
有價證券（千元） 45 42900000 14000000 10400000 64500000
短期票券 （千元） 45 48300000 11700000 17500000 6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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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結果 

 

    本研究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進行迴歸分析，並做變異數檢定，

來確保迴歸模型的可信度，表五-2 為相關係數的情況，顯示變數間無共線

性問題。應變數為總資產扣除委外之淨變動，再分別以治理變數、環境變

數及其他變數作為解釋變數進行迴歸分析。實證估計結果控制異質變異

（heteroskedasticity）的計量問題後，依據不同的變數設計，發展出六個迴

歸模型，實證結果為表五-3 所示結果。 

由於本研究主要目標為檢視治理變數對基金績效的影響效果，所以模

型以環境變數與其他變數作為控制變數，分別針對治理變數的不同做迴歸

分析。模型一至模型三為決議結果為「有修正之議決比例」，模型四至模

型六為另一種議決結果「意見之議決比例」，這兩種模型分類主要目的為

檢視治理變數之議決結果，對於基金績效的影響效果是否會有不同的情形

出現。另一方面，模型一與模型四以各類委員代理者出席比例，作為解釋

變數；模型二與模型五以各類委員代理比例與討論績效議案比例之交叉

項，為解釋變數；模型三與模型六則將代理人出席比率與其與議案比例交

叉項，皆納入模型中來檢視其影響效果。 

綜觀六個模型，兩類議決結果之實證結果，係數估計值之正負號與顯

著性皆相同。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治理變數對基金績效之影響效果，是故

先就治理變數來看，只有學者專家暨資方代表之代理人出席比例之係數估

計值在模型一與模型四中，以及模型二與模型五中與績效考核之提案比例

之交叉項之係數估計值，顯著的異於零。至於其他治理變數的係數估計值

皆不具有顯著性。股價指數以及資產配置在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短期票

券，在六個模型中之係數估計值皆具有顯著性。以下就迴歸結果來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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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變數之相關係數 

 
 
 
 
 
 
 
 

 
收支、管理

及運用審議 

委託經營年度

計畫審定 

管理年度預、

決算覆核事項

辦理整體績效

之考核事項

提撥費率及幅度

調整案之審議

辦理給付爭議

審議事項 

其他基金業務

監督事項 

相關法規、法

案修正事項

收支、管理及運用審議 1        
委託經營年度計畫審定 -0.0539 1       
管理年度預算、決算之覆

核事項 
0.1758 -0.3611 1      

辦理整體績效考核事項 0.2797 0.0144 0.0226 1     
提撥費率及幅度調整案

之審議 
-0.2435 -0.2924 0.1917 0 1    

辦理給付爭議審議事項 . . . . . .   
其他基金業務監督事項 -0.1906 -0.0289 0.1528 0.2064 0.2146 . 1  
相關法規、法案修正事項 0.2702 0.0155 -0.153 0.116 -0.0605 . -0.0445 1
其他 0.0294 -0.1961 0.0123 -0.0836 0.016 . 0.1729 -0.0465
照案通過 0.58 0.2597 0.1404 0.605 -0.0485 . 0.239 0.4095
修正後通過 0.2532 0.0531 0.0328 0.3926 -0.0999 . 0.3044 0.1397
再議 -0.0184 0.4161 -0.0145 0.0888 -0.0503 . 0.2588 0
暫不提出 0.0831 -0.1097 -0.0506 -0.2696 0.2073 . 0.03 0.0684
未議 -0.1798 -0.0843 -0.2124 0.0311 0.3282 . 0.0453 0
學者專家暨資方代表之

代理人出席率 
-0.2869 -0.1304 -0.0121 -0.0261 0.2004 . 0.0438 0.0195

秘書長代理出席率 -0.1128 0.1532 -0.0458 0.0871 0.2179 . 0.0317 0.1458
部會首長代理出席 -0.0779 0.1235 -0.1681 -0.0502 -0.0687 . 0.0284 -0.0387
地方政府代理人出席率 0.2383 0.0619 -0.0558 0.1428 -0.15 . -0.1229 0.1957
股價指數 0.0223 -0.2352 0.1595 -0.0676 -0.098 . 0.1819 -0.1489
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 0.1919 -0.1028 0.085 0.2036 -0.0298 . 0.2986 -0.01
商業本票 31-90 天期利率 -0.0686 -0.4395 0.2636 -0.4456 0.1177 . -0.1381 -0.2191
銀行存款 0.0942 0.3035 -0.2319 0.459 0.0233 . 0.2709 0.2431
有價證券 -0.0539 0.3063 -0.0898 0.4479 0.0329 . 0.2469 0.0463
短期票券 0.0088 0.2745 -0.269 0.2797 0.1061 . 0.1038 0.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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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相關係數（續完） 

 其他 照案通過 修正後通過 再議 暫不提出 未議 
學者專家暨資方代

表之代理人出席率

秘書長代理

出席率 

其他 1        

照案通過 -0.0478 1       

修正後通過 0.2029 0.1102 1      

再議 0.0556 0.1709 -0.1742 1     

暫不提出 0.3611 -0.1459 -0.1242 -0.0199 1    

未議 -0.1065 -0.0847 -0.2318 0.1485 0.0139 1   

學者專家暨資方代表之

代理人出席率 
-0.0876 -0.344 0.2299 -0.0482 -0.168 0.3175 1  

秘書長代理出席率 -0.2286 0.0125 -0.0106 0.1693 0.0718 0.1123 0.2523 1

部會首長代理出席 -0.0615 -0.0283 -0.0578 0.1678 -0.0946 0.1752 0.1953 -0.3025

地方政府代理人出席率 -0.1701 0.2008 0.0227 0.0624 -0.1711 -0.0277 -0.0252 0.1257

股價指數 0.3687 0.0108 0.04 -0.2246 0.1792 -0.361 -0.2789 -0.3378

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 0.1384 0.1039 0.2212 0.1051 0.2447 -0.0146 -0.0182 0.0272

商業本票 31-90天期利率 0.266 -0.3062 -0.2617 -0.3587 0.2296 -0.0542 -0.2878 -0.3974

銀行存款 -0.1958 0.2934 0.4137 0.2228 -0.1617 -0.0181 0.2937 0.3758

有價證券 -0.1482 0.1523 0.39 0.1992 -0.0481 -0.0548 0.3744 0.54

短期票券 0.0211 0.1996 0.2549 0.258 -0.0595 0.1843 0.2731 0.6057

 

 
部會首長

代理出席

地方政府代

理人出席率 
股價指數 

消費者物價

指數年增率

商業本票 31-90

天期利率 
銀行存款 有價證券 短期票券

部會首長代理出席 1        

地方政府代理人出席率 0.05 1       

股價指數 -0.2645 -0.3261 1      

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 -0.0481 0.1551 0.2427 1     

商業本票 31-90天期利率 -0.1251 -0.437 0.6046 -0.0275 1    

銀行存款 0.023 0.3865 -0.529 0.0997 -0.8921 1   

有價證券 -0.243 0.1916 -0.1937 0.2805 -0.7485 0.7285 1  

短期票券 -0.1641 0.3528 -0.4026 0.1647 -0.6529 0.5865 0.6387 1

 
 
 
 
 
 
 



 71

表 五-3：實證結果 

註 1：* p＜0.10；** p＜0.05；*** p＜0.01。 

註 2：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短期票券取 log 值 

變數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Coef.  t-value  Coef. t-value  Coef.  t-value
議案變數          

討論績效之議案比例  -81636.75  (-0.13) -391374.5  (-0.18)  -1644509  (-0.27)
有修正之議決比例  -405118.3  (-0.49) -439980  (-0.50)  -355339.9  (-0.29)

無意見之議決比例          

委員出席變數          
資方、學者專家代理比例  6.71E+07 * (2.01)    1.30E+08  (0.79)
三秘書長代理比例  -1.82E+07  (-0.38)    -7.90E+07  (-0.48)
部會首長代理比例  -4.56E+07  (-1.05)    -1.97E+08  (-1.20)
地方政府代表代理比例  2.94E+07  (0.45)    1.97E+08  (0.71)

交叉項          
軍公教、學者專家代理者出

席比例×績效議案比例 
   7281135 ** (2.30)  -8209512  (-0.47)

秘書長代理出席比例×績效

議案比例 
   -1752857  (-0.31)  5264540  (0.26)

部會首長代理出席比例×績

效議案比例 
   -2894667  (-0.31)  2.87E+07  (0.88)

地方政府代理出席比例×績

效議案比例 
   928881.6  (0.11)  -2.08E+07  (-0.58)

環境變數          
股價指數  4214.717 ** (2.49) 4275.035 ** (2.49)  4496.752 ** (2.39)
物價指數年增率  269107.8  (0.27) 376559.6  (0.33)  464454.5  (0.34)
31-90 天期本票利率  3486805  (1.54) 3699164  (1.46)  4167700  (1.49)

資產結構變數          
銀行存款  3.87E+07 ** (2.49) 4.39E+07 ** (2.42)  3.55E+07 ** (2.34)
有價證券  -2.55E+07 ** (-2.73) -2.72E+07 ** (-2.79)  -2.16E+07 ** (-2.20)
短期票券  1.57E+07 ** (2.63) 1.74E+07 *** (2.87)  1.88E+07 ** (2.45)

截距項  -5.40E+08  (-3.26) -6.34E+08  (-2.73)  -6.16E+08  (-2.84)
樣本數  33  33  33 

修正後判定係數   0.6287  0.6165  0.6558 

F 檢定     5.17***     4.91***     7.09*** 
Reset 檢定  0.33  0.4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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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實證結果（續完）

變數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六 

  Coef. t-value  Coef.  t-value  Coef. t-value
議案變數           
討論績效之議案比例  -78814.77  (-0.12) -425322.6  (-0.17)  -1440681  (-0.23)
有修正之議決比例           
無意見之議決比例  -210783  (-0.19) -284232.7  (-0.24)  -121583.3  (-0.07)

委員出席變數           
資方、學者專家代理比例  6.38E+07 * (1.92)    1.27E+08  (0.79)
三秘書長代理比例  -1.70E+07  (-0.34)    -6.52E+07  (-0.39)
部會首長代理比例  -4.41E+07  (-0.95)    -1.96E+08  (-1.18)
地方政府代表代理比例  3.21E+07  (0.47)    2.03E+08  (0.72)

交叉項           
軍公教、學者專家代理者出

席比例×績效議案比例 
    6904408 ** (2.15)  -8374928  (-0.48)

秘書長代理出席比例×績效

議案比例 
    -1781928  (-0.30)  3614489  (0.17)

部會首長代理出席比例×績

效議案比例 
    -2774598  (-0.29)  2.89E+07  (0.86)

地方政府代理出席比例×績

效議案比例 
    1245759  (0.14)  -2.11E+07  (-0.58)

環境變數           
股價指數  4203.618 ** (2.50) 4262.467 ** (2.49)  4490.15 ** (2.41)
物價指數年增率  153978.2  (0.15) 261643.8  (0.21)  347927.6  (0.25)
31-90 天期本票利率  3349812  (1.50) 3559962  (1.40)  4050165  (1.45)

資產配置變數           
銀行存款  3.72E+07 ** (2.25) 4.24E+07 ** (2.15)  3.41E+07 * (2.01)
有價證券  -2.53E+07 ** (-2.49) -2.68E+07 ** (-2.42)  -2.14E+07 * (-1.95)
短期票券  1.57E+07 ** (2.55) 1.75E+07 ** (2.78)  1.85E+07 ** (2.29)

截距項  -5.21E+08  (-2.99) -6.14E+08  (-2.53)  -5.92E+08  (-2.56)
樣本數  33  33  33 

修正後判定係數   0.6256  0.6133  0.6534 

F 檢定     7.09***     5.19***     6.65*** 
Reset 檢定  0.24  0.4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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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理變數 

（1）議案之性質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檢驗治理變數對基金績效的影響效果。績效考核

之提案比例的係數估計值在六個模型中，均為負值但是不顯著異於零，表

示辦理基金整體績效之考核事項在每次會議所討論的議案中所占的比例

與基金績效呈現負向關係，也就是說，當有關績效考核的議案在監理會中

討論愈多，反而會對基金績效有不利的影響效果，這樣的結果與預期結果

相同，可能的解釋因素有兩個，第一個因素為許多績效考核的議案是針對

過去的績效表現討論，因此可以說是由於基金績效不佳所以才在會議中提

案討論，因此兩者呈現負向關係。另ㄧ方面，有些績效考核案件的討論，

是會議中所例行的討論議案，其甚至會對於基金未來之績效產生影響效

果，因此這樣負向的結果，也許可說是監理會治理效果不彰。 

     

（2）議案之議決結果 

    綜觀六個迴歸模型，議案之議決結果為「無意見之議決比例」或是「有

修正之議決比例」對基金績效均無顯著的影響。兩種決議結果之係數估計

值與基金績效均呈現負向關係，原本預期議決結果會對基金績效產生不同

的影響效果，但是實證結果顯示其均產生負向影響效果，是故，委員會對

於議案的討論所產生的議決結果，對於基金績效的表現可說是影響效果不

顯著。 

 

（3）委員代理人出席占開會人數比例 

    以代理人數占開會人數之比例來看，四類委員之係數估計值，唯有學

者專家暨軍公教代表之代理人出席比例之係數估計值，達顯著水準 10％且

為正，這類代表的組成為付費者代表與具有專業性的學者專家，較具有委

員會的代表性與專業性，是故與基金績效呈現正向影響關係，這個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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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相同。 

部會首長代理人出席比例這個解釋變數之係數估計值為負且不顯著

異於零，顯示部會首長代理人出席比例愈高，則對基金績效有負的影響效

果，這個結果與本研究之預期相反，政府為資方代表，但是其代理人也許

有目標不一致的情形，所以導致這樣負相關的結果，又根據《公司治理與

評等系統》一書所述之公司治理與績效關係，最大股東成員擔任董事席次

比率與公司績效會呈現負向影響關係，同理，退撫基金之管理者雖為政

府，也可說是最大的監督者，無健全的課責制度，使得政府部會首長代理

人出席比例會對基金績效產生負向影響效果。 

模型三與模型六，加入討論績效的議案比例與代理人出席比例之交叉

影響效果，四種組成委員之代理人出席比例對基金績效影響方向不變，另

外，可以發現各類代理人出席比例與交叉項之係數估計值恰呈現符號相反

的結果。由於一次項代表斜率的關係，交叉項則代表斜率的修正，也就是

說不論代理人出席比例對於基金之影響效果為正亦或為負，當討論績效的

議案愈多，就會有修正的影響效果。當學者專家暨資方代表之代理人出席

比例對基金之影響效果為正時，那麼當績效的議案愈多時，則其對基金之

正的影響效果就會減弱，同樣的，當部會首長的代理出席比率愈高時，對

基金之績效影響效果為負，但是正的交叉項影響效果顯示，當績效的議案

討論愈多，則對基金績效有正的修正效果。 

 

2. 環境變數 

    綜觀六個模型，環境變數中唯有股價指數的係數估計值具有顯著效

果，其係數估計值為正，表示當股價指數愈高則基金績效愈好，兩者呈現

正向關係，這與本研究預期相同；至於其他環境變數對基金績效影響則不

那麼顯著，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對基金績效的影響為正向關係，由於本

模型之解釋變數與應變數皆為名目值，是故，實證結果與一般之預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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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另外，商業本票 31-90 天期利率之影響也為正向關係，顯示本模型之

三個環境變數與基金資產之變動，呈現正向關係，這與預期一致。 

 

3. 其他變數 

    六個模型皆顯示，資產配置在本國銀行存款、有價證券與短期票券，

都對資產的變動有顯著的影響效果。許多關於退休基金資產配置的文獻指

出，資產配置決定了大部分的基金操作績效，三個資產配置相關變數在本

模型中對於績效影響效果顯著，也驗證了退休基金資產配置影響基金績效

之重要性。 

資產配置在銀行存款與短期票券，皆具有正的影響效果。至於配置在

有價證券，卻呈現負向關係，可能的解釋原因有兩個，第一，政府經常利

用四大基金23於股市低迷時進場護盤，也就是說退撫基金購買股票的時

機，受到政治的干預，而造成股票購買越多，資產反而減少的情況。第二，

除了退撫基金受到政治干預進場護盤的可能外，由於股市投資為影響報酬

與風險最為顯著的投資工具，當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對於股票市場的投資

24監督不佳，則其將導致負向影響效果，會對基金產生重大的影響。

                                                 
 
23 政府四大基金是指勞退基金、退撫基金、勞保基金、郵儲基金。 
24 實際運作上，基金對於各項投資標的之決策，是由投資專家所組成的投資決策小組，每月對

整體投資方向與操作策略、投資組合提出建議。再由退撫基金同仁組成投資策略小組，每週進行

個股分析，決定一週投資策略，再交由投資決策小組，依每日盤勢表現來進行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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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證模型之相關檢定 

 

檢驗實證模型的正確性，能減少模型發生錯誤的機率，使得研究過程

更為嚴謹。若是變數間有共線性的問題，會導致實證模型產生錯誤的結

果。本研究利用 RESET 檢定（Regression Specification Error Test），來驗證

實證模型的正確性，檢視模型設定上是否有缺失。 

 

一、實證模型是否存在設定錯誤（misspecification） 

本研究使用 RESET 檢定來測試實證模型是否設定錯誤。當實證模型

中遺漏重要變數或是納入不相關的變數、選擇錯誤的函數形式、違反複廻

歸模型的假設，都會使得模型設定產生錯誤，造成廻歸模型不正確而產生

錯誤的結論。RESET 檢定即是用來檢定模型是否遺漏重要變數，以及是否

為錯誤之函數形式。 

RESET 檢定中，若拒絕虛無假設即表示原始設定模型不夠妥當，反

之，若是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則表示 RESET 檢定無法發現模型設定之缺

失。本研究檢定模型一至模型六，檢定結果如表五-3 所示，得知 RESET

檢定之 P 值，分別為 0.8012、0.7102、0.2235、0.8657、0.7410 及 0.3383，

在 α＝0.10 的顯著水準下，本研究之六個實證模型皆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也就是說無法發現本研究之實證模型有設定上之錯誤，所以此實證模型具

有相當程度的正確性，可以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度。 

 

二、解釋變數之間是否具有共線性的關係 

    本研究使用解釋變數間的相關係數來檢驗變數間共線性的問題。當某

些解釋變數產生相同規律性的變動，稱之為其具有共線性，當廻歸模型具

有共線性的情況，將使得實證模型產生缺失，影響迴歸結果。檢視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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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變數間的相關係數，如表五-2 所示，可知道所有解釋變數間的相關係

數都在 0.9 以下，顯示變數間共線性問題並不嚴重。 

 

本研究透過 RESET 檢定得知本研究之實證模型無法被証明在設定上

有缺失，且透過變數間相關係數的檢驗，得知解釋變數間不具有共線性的

問題。再來檢視六個迴歸模型之修正後判定係數，如表五-3 所示結果，其

分別為 0.6287、0.6165、0.6558、0.6256、0.6133 及 0.6534，表示模型解釋

能力均有六成以上，因此，本研究之實證模型所獲得之結論，具有相當的

可信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