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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以往銀行主要依賴傳統存放款業務維生，但隨著銀行經營業務的開放，

銀行逐漸轉向以提供服務為主，故本文欲探討影響銀行獲利能力的因素

為何，尤其著重於在不同資產規模亦或不同存放款利差階段的銀行影響

其獲利能力的因素是否存有顯著的不同？又分別以本國銀行與外商銀行

為探討對象，但由於資料取得不易，本國銀行選取的研究對象共有 24

家，資料期間自 1995 年 9 月至 2002 年 9 月，屬季資料；而外商銀行部

份，共有 30 家，資料期間自 1999 年 11 月至 2002 年 12 月，屬月資料。 

本文採用 Panel Data 分析方法來彌補研究期間不足的問題，並使用 Panel 

Data 門檻迴歸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以作為對資料進行客觀分群的



依據。主要實證結果如下： 1.在本國銀行方面，「資產總額」與「存放

款利差」皆分別存有一個門 檻效果。 2.由本國銀行的傳統 Panel Data 模

型可發現銀行擴張其資產總額能有效 提昇獲利能力；市場利率與銀行之

獲利能力成同向變動；銀行擴大本 身的市場佔有率確實會提高銀行的資

本報酬率。 3.由「本國銀行資產門檻迴歸模型」的結果，發現大型銀行

能由非傳統 業務得到較高之獲利率；小型銀行卻能從傳統存放款業務獲

得較佳的 利潤。將資產規模擴大時，大型銀行會增加本身的利潤，小型

銀行卻 會因成本控制不佳反而降低獲利性。當利率下跌時，本國大型銀

行的 營業獲利率會提升；小型銀行的獲利率卻會減少。 4.以本國銀行的

存放款利差作為門檻變數時，無論是傳統存放款業務或 是非傳統業務，

低利差階段比高利差階段更能獲得較佳的利潤。於高 利差階段，銀行的

資產相對於放款利率存在成本過高的現象，擴大資 產規模反而會減低獲

利性。 5.外商銀行以「資產總額」作為門檻變數時，存有一個門檻效

果，故可 依此將外商銀行分為兩類，並發現淨非利息收入與營業外淨收

入這兩 個變數對大規模銀行的影響比對小規模銀行的影響更為深遠。  

摘要

(英)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factors affecting banks profitability, especially focus 

on different asset size or different interest margin. The samples include 24 

domestic banks and 30 foreign banks. Due to the constraint of data sources, 

domestic banks adopt quarterly data, but foreign banks adopt monthly data. We 

employ Hansen’s (1999) panel data threshold model to consider that regression 

functions may not identical across all observations,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discrete classes based on the value of an observed variable. 1. In domestic banks,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of a threshold effect which separates domestic banks 

profitability based on their asset size and interest margin. 2. From traditional panel 

data model, we can find domestic banks can raise profitability by expanding asset 

size or enlarging market share. Market interest rate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fitability of domestic banks. 3. In domestic banks, large 

banks gain a lot of profit from nontraditional activities, but small banks gain a lot 

of profit from traditional activities. Increasing asset size has positive effect with 

profitability of large banks. When the interest rate tends to get down, the 

profitability of large banks will rise, but the profitability of small banks will 

diminish. 4. Domestic banks can get better profit in lower interest margin regime 

than in higher interest margin regime for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activities. 

Meanwhile, in higher interest margin regime, domestic banks expand asset size 

will diminish profitability. 5. There is also a threshold effect which separates 

foreign banks profitability based on their asset size. Large foreign banks can gain 

better profit from net non-interest income and net non-operating income than 

small foreign bank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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