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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華郵政對台灣維持金融體系穩定與推動國家建設促進經濟發展長期扮演

舉足輕重角色。而郵政簡易壽險是中華郵政重點業務之一，也是中華郵政

用以匯集營運資金的重要管道。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時間序列方法對壽



險保額進行預測與影響因素探討。 研究結果顯示在公司化前篩選出與壽

險保額進行迴歸分析的總體經濟變數為郵政儲金、工業生產指數、美金兌

台幣匯率與台股加權股價指數，公司化後只保留了工業生產指數一項，公

司化前的模型判定係數高達 0.969 有不錯的解釋能力，而公司化後的模型

解釋能力則稍低。 在時間序列方法下篩選出的模型共計公司化前 30 組，

公司化後 28 組，比較過各個模型的配適度與預測準確度後於公司化前後

各得到兩組不錯的模型，預測能力指標 MAPE 值分別為 0.44 與 0.11 表示

模型有不錯的預測能力。  

摘要

(英) 

Chunghwa Post is in the first place not only to hold the balance of the monetary 

system in Taiwan but also to improve national construc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Postal life insurance is one of Chunghwa post’s important business 

and it is the way which is used by Chunghwa post to gather the working capital.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significant variables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with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before the corporatization are PS, 

PPI, ER for US dollar against New Taiwan Dollar, and SI. However, only the 

variable PPI is significant after the corporatization.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which reaches 0.969 before the corporatization means it has a good interpretation 

against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after the corporatization. Through time 

series analysis, we choose thirty sets of valid models before the corporatization, but 

we only have 28 sets of valid models after the corporatization. We get two best 

mod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rporatization by comparing the goodness of fit and the 

forecast accuracy of each model. The values of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are 0.44 and 0.11. It tells that these models have good forecas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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