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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摘要 銀行業有關營運績效及各種風險的管理，國內外學術界與實務界皆有

諸多探討，但針對實施風險基礎資本管制對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與財務績

效的影響效果，則著墨較少。本研究率先將 Liang & Rhoades(1991)和

McAllister & McManus(1992)所提出：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之衡量，應用於

國內銀行業，即藉由資產報酬率標準差的波動情形，以衡量銀行無清償能

力風險，作為觀察銀行安全性的參考指標，值得進一步提供主管機關對銀

行的風險管理之考量。本文進一步以銀行營運規模(Size)、管制的時間因素

(Time)、新版管制措施實施前後為控制變數，探討其與財務績效關聯性影

響之差異，實證結果如下： 首先，探討資本適足率與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

指數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管制前後的差異。結果兩者呈顯著正相關，

即資本適足率愈高(低)的銀行，其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愈高(低)，此現象符

合“投資組合理論學說”。而管制前呈負相關，但對舊銀行影響較不顯

著；管制後對新、舊銀行的影響皆是正相關且顯著。意謂新版管制措施實

施之後，對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有顯著之影響效果。就管制的時間因素而

言：其影響是負相關，對新銀行是顯著，對舊銀行則不顯著。就資產規模

而言：兩者的影響是正相關，對新銀行具顯著性，但對舊銀行則不顯著。 

其次，探討資本適足率與銀行財務績效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管制前後

之差異。結果兩者呈顯著正相關，即資本適足率愈高(低) 的銀行，其財務

績效愈佳(差)。此現象意謂著：由於本文係站在否定派立場，換言之，資

本適足率愈高，無清償能力風險愈高；當資本市場達均衡時，依據 CAPM

理論，其報酬率也就愈高。就管制的時間因素而言：對新、舊銀行的影響

皆呈負相關且顯著。就資產規模因素而言：對新、舊銀行的影響皆呈正相

關且顯著。 最後，本文驗證 Rivard &Thomas (1997) 提出的主張，在國內銀

行業實證的有效性。即探討無清償能力風險與財務績效之關聯性，並進一

步分析管制前後之差異。結果兩者呈顯著負相關，即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

愈低(高)，其財務績效愈佳(差)，此現象與 Rivard &Thomas (1997)的實證結

果相符。管制前對舊銀行影響較不顯著，管制後對新銀行的影響較不顯

著。就管制的時間因素而言：兩者的影響呈負相關，而對舊銀行的影響較

為顯著。就資產規模因素而言：對新銀行影響呈正相關但不顯著，對舊銀

行影響呈負相關且具顯著性。  

摘

要

(英) 

Abstract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re is lack of studies about the risk-based capital 

adequacy on insolvency risk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s for banking industry. This 

study firstly applies the index of insolvency-risk that is based on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return on asset, which is derived from Liang & Rhoades 

(1991) and McAllister & McManus (1992), to explore the failure risk in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The current study also uses bank’s size and time as control 

variabl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apital-adequacy (CA) ratio and insolvency-

risk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try to provide the 



soundness and safety suggestions about risk management for author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 ratio and insolvency-risk index and shows the divers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ision of capital-adequacy control, that is, at the end of 

1998. The result shows CA ratio and insolvency-risk index exist posit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the higher (lower) of CA ratio, the more (less) of insolvency-

risk index. This phenomenon imply that the result meet up “Portfolio theory”and 

accept the hypothesis 1, which proposes to discard the control of CA ratio. Besides, 

the effects are positive significantly for both new and old banks after the revision of 

CA control.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to drop the insolvency risk of 

banks since the revision of capital-adequacy control is significant. As for the effects 

of time, the result shows negative significantly to new banks, but shows negative 

insignificant to old banks. In terms of size, the effect show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to 

new banks, but insignificantly to old ones. Second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CA ratio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s, and also shows the varied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ision of capital-adequacy control since 1998. The empirical 

results point out there exist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relationship between CA ratio and 

various financial performances. These phenomenons imply that: Based upon the 

portfolio theory of capital-adequacy, the higher of CA ratio, the higher of insolvency 

risk. In the course of the CAPM equilibrium theory of capital market, the expected 

return will be superior;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s will be advanced. As to the effect 

of time, the result shows negative significantly for both new and old banks during 

1992~2000. In terms of size, the result show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for both new and 

old ones. Finally, the current study evidences the empirical effective of Rivard & 

Thomas (1997) suggestio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solvency-risk on a variety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s in Taiwan’ banking industry, and also shows the divers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ision of capital-adequacy control since 1998. The 

result shows negative significantly between I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s. That is, 

the lower of insolvency-risk index, the better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vice 

versa. The phenomena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gument of Rivard & Thomas 

(1997). In terms of the control variable of time and size, the result shows negative 

significantly for old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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