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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金融機構和金控公司合併案為對象，利用期間模型（duration model）

計算待合併期間之轉換率，探討是否存有自我擴張型合併現象與其影響成因。研究

顯示金控公司初期合併遞增，符合自我擴張合併型態。當金控公司的負債比率、董

監事持股比率越低和總資產週轉率越佳時，傾向爭取新存戶與維繫優質客服，展現

資源整合與經營績效，並迅速規劃併購事宜，以利跨業行銷，則待合併的期間越

短。當金融機構的營業據點越少，及總資產週轉率和董監事持股比率越低時，則積

極尋求優質合併契機，以增加行銷據點，提升其獲利能力，以避免遭「邊緣化」的

可能。故會越快採取合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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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法律概念與經濟觀點之歧異 

財政部自民國 79 年 4 月財政部發布「商業銀行設立標準」，開放銀行設立以

來，國內銀行家數遽增。銀行同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利差縮小，逾放提高，股

東權益報酬率下降，使得部分新銀行出現財務危機。因此，政府不得不思索讓業者

有合併的機制，以擴大經濟規模，維護適當競爭環境。自 1996 年研擬「信用合作

社合併程序及辦法」，推動營運不善之信用合作社進行合併，爾後於 1999 年 9 月

30 日審查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草案，放寬金融業同業合併之限制，並提供租稅優惠

鼓勵合併，並於 2000年 11月 24日立法院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至 2001年 6月 27

日立法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由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聯屬事業以共同行銷、資

訊交互運用及設備共用等方式，組合多樣化金融商品，降低營運成本，達成範疇經

濟。 

由於推動一連串的金融改革，遂引發學者的廣泛討論。王志誠（2000）和趙慕

芬（2002）1 
比較我國與美、日兩國金融立法制度演進、金融機構併購的型態、程

序、經營規範及衍生的金融監理問題。另存放款利差逐漸縮小，致銀行獲利率下

降，加上 1996 年亞洲金融風暴亦凸顯出亞洲地區金融機構體質脆弱，隨著金融機

構壞帳問題逐步浮現，金融業合併的議題便逐漸在台灣發酵。例如林碉力和車鵬程

（1995）、吳森有（1995）、單約文（1995）和袁華青（1999）2 
等探討問題金融

機構的處理、併購動機及合併可行性分析。此外，合併的效益亦是核心的課題。在

實證方面，林炳文（ 2001）、陳景星（ 2002）、阮美珠（ 2002）、張曉堤

（2002）、王榮祖、蔣俊宏（2005）、林恩詰等（2005）及林忠正（2005）等 3 
分

                                                      
1 王志誠，「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理機制」，政大法學評論，第 64 期，152-185，

2000；趙慕芬，「綜合銀行與金融控股公司之源起與比較」，產業金融季刊，第 115 期，16-31，
2002。 

2 林碉力、車鵬程，「我國基層金融機構合併相關問題之探討」，基層金融，第 30 期，85-
101，1995；吳森有，「我國信用合作社法之制定及其影響」，基層金融，第 31 期，279-289，
1995；單約文，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方向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袁華清，「綜合銀行淺論」，華銀月刊，第 580期，31-35，1999。 

3 林炳文，「台灣地區商業銀行合併之效率分析」，風險管理學報，第 3 卷，第 1 期，1-21，
2001；陳景星，銀行購併與財務績效關係之研究，義守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阮
美珠，台灣基層金融銀行機構合併效益分析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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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金融機構合併前後之經營績效。另吳秉臻（2002）、周士淳（2002）、陳太齡

（2002）4 
則探討金融機構跨業合併方式與合併成功之關鍵成功因素。趙永祥、凌

邦文（2005）5 針對金控跨業整合之競爭力的提升策略作研究。林卓民等（2006）6 

則分析銀行加入金控後之成本效益。 

我國自 1980 年訂定追求金融自由化之目標，金融家數快速成長，至 2000 年止

本國銀行家數為 53 家，分行達 2693 家，若再加上基層金融機構、外商銀行及非貨

幣性金融機構（信託、人壽），則高達 6000 家以上，其密集度相當高，已達「百

家爭鳴」的局面。由於各銀行商品同質性高，融資利率容易成為競爭的主要工具。

隨著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原本高度競爭激烈的金融業，經營環境更

加艱困。為提升金融業經營的靈活性、財務運作的彈性、及專業分工的效率，並促

進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的效益，政府亦開始以金融業合併作為提升金融機構競爭力

的手段之一。近年來金融資訊的進步與法規的鬆綁，使金融環境改善，有利於資金

充沛的金融機構加速合併發生財務危機的公司。（Berger et al., 1999）7 
而面對法令

限制的減少及金融跨業經營範圍的放寬，金融機構透過跨業行銷與擴展市佔率並凝

聚綜效，掌握時效搶得先機，以滿足金融業達成自我擴張性，並藉由購併迅速整合

成「金融帝國」，以提升其競爭力。（Waldman and Jensen, 2001 和劉啟群等，

2005）8
。

 

回顧政府制定金融法規，鼓勵金融機構合併與金融控股的設立，另於 2002 年 7

                                                 
論文，2002；張曉堤，證券商型態、購併方式與購併後財務績效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王榮祖、蔣俊宏，「金融控股公司績效評估之研究」，台
灣土地金融季刊，第 42 卷第 4 期， 19-138，2005；林恩詰、賀力行、王濬智，「台灣金融控股
公司經營績效與策略關係之探討」，臺灣銀行季刊，第 57卷第 1期，17-42，2005。 

4 吳秉臻，台灣地區銀行合併問題之研究，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在職生碩士論文，2002；周士
淳，金融業跨業合併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陳太齡，金融控股公
司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碩士論文，2002。 

5 趙永祥、凌邦文，「提升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競爭力之研究」，建華金融季刊，第 29 期，117-
154，2005。 

6 林卓民、陳明麗、楊於龍，「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子銀行成本效益率之探討」，臺灣銀行季
刊，第 57卷第 1期，1-16，2006。 

7 Berger, Allen N., Rebecca S., Demsetz, and Philip E., Straha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2-4), 135-194(1999). 

8 Waldman, D. E. and E. J., Jensen, “Industrial Organizaiton: Theory & Practic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ress, 2nd (2001)；劉啟群、陳維慈、林純央，「臺灣金融控股公司換股比率決定因素之
研究」，會計評論，第 41期，1-3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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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行政院推動「第一次金融改革」，欲加速基層金融體制改革，並透過金融重建基

金協助不良金融機構體質改善，利用資產管理公司解決逾放問題，於兩年期限內要

求銀行降低逾放比率至 5% 以下，提高資本適足率至 8% 以上 9
，以符合巴塞爾協定

的規定。改善財務結構及提高財報透明度，以打銷呆帳和減少負債，提升金融機構

經營績效與競爭力，以解決銀行家數和營業據點過多的問題。然而，國內金融機構

之存放業務與消費金融同質性過高，股東權益報酬與獲利不佳。另有關合併法規、

資訊揭露、高階人事統合、組織文化與員工安置等相關法規尚未完備，均增加合併

之疑慮。此舉造成十萬農民抗議農業金融政策失當、金融人員的反併吞罷工訴求

等。而合併後金融控股公司以共同行銷、資訊交互運用等方式，全力拓展多樣化金

融商品，為提升信用卡和現金卡業績而降低徵信標準。在循環利息的壓力下，「卡

奴」問題已嚴重影響社會各層面。此催化政府實施「第二次金融改革」，限期要求

金控公司、公營銀行減半，另至少三家金融機構市佔率須達 10% 的門檻，此具爭議

性的行政措施，導致民怨沸騰四起。在金融革新中，各金融機構與金融控股的合併

案常引發股權爭奪、委託書收集與董監事席位保衛戰，其負面影響層面涵蓋國內經

濟發展、金融市場與社會穩定甚深。Roll（1986）和 Sirower（1999）10 
的傲慢假說

（hubris hypothesis）指出，主併公司的管理階層在擴張版圖的動機驅使下，欲掌握

先機取得先發制人的市場優勢與營運績效，常高估合併綜效，執意以高額溢價取得

目標公司股權。可知主併公司採取待合併期間的合併決策之迅速與否，牽動金融業

採自我擴張性合併之意願與溢價差異，為迅速整合成「金融帝國」的決定性關鍵。

而目前金融機構合併之文獻多探討的法規制訂、合併的方式，及合併後所產生的成

本和效益分析。對於傲慢假說之自我擴張性合併的成因與影響因素缺乏實證分析，

因而未能窺知全貌。 

本文藉由比較待合併期間的時點之差異，可評估政府制定「金融合併法」和

「金融控股公司法」之有效性。除可觀測是否有加速金融合併之模式外，亦能利用

相關財務指標，分析影響待合併期間的長短的主要因素。進而瞭解金融機構與金融

控股合併的財務規劃，以衡量金融改革表現與評析經營利基，在金融版圖快速變遷

                                                      
9 財政部於 91年推動「258金改目標」。 
10 Roll, Richard, “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59(2),197-216 (1986)；Sirower, Mark L., “The Synergy Trap: How Companies Lose the Acquisition 
Ga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1), 85-8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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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期協助因應策略與謀求生存之道作出貢獻。 

本研究以採用期間模型（duration model），此模型曾用於金融機構採用存款保

險制度之決策（楊忠城，1996）11
；採用境外金融機構時間先後之因素（陳若暉和

陳又慈，2004）12 
等分析。探討金融機構和金控公司採取合併決策與時間的相依

性，以尋求影響合併期間先後的因素。藉由財務比率、股權結構以及金融法規之關

連性，作為未來金融機構採取合併以及政府政策的參考。並分析金融機構和金融控

股公司之負債比率、固定資產占淨值比、流動比率、總資產週轉率、股東權益報酬

率、純益率、董監事持股比率、營業據點及金融法規等 9 個變數對其待合併期間的

影響成因，評估自我擴張性金融合併之轉換率。 

本研究可分成五部份，第一部份為前言；第二部份是金融合併法規之探討；第

三部份是金融業合併及新業務採用的文獻回顧；第四部份是彙整樣本資料的來源和

研究方法分析；第五部份為研究結果與分析；最後第六部份則為結論與建議。 

二、金融合併法規 

金融控股公司以設立金融業務之子公司型態分散事業風險，且各自向外舉債，

可提高財務槓桿。此外，金融控股法可藉由外部的法規限制改善綜合銀行所造成的

外部利益關係人之不信任與不安全感，亦是我國選擇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考量之

一。我國為提升金融業競爭力以面對國際金融嚴峻的挑戰，於 90 年 6 月 27 日立法

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使事業集團間能有效配置資本、達到成本降低與共同行銷

的目標。同樣採行金融控股制度之日本，於 1997 年修改「獨佔禁止法」與通過

「金融控股公司整備法」，希望打破金融業之市場區隔使銀行朝綜合化業務發展，

以提高日本金融機構的競爭性。而歐洲單一市場成立，加速歐洲大型金融合併案，

其中 1997年金融業購併金額高達 1,074億美元，較前年 486億增加 1點多倍，例如

1998年德國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購併美國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後成

                                                      
11 楊忠城，存款保險制度下道德危機與逆向選擇問題：臺灣地區信用合作社實證分析，國立政
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12 陳若暉、陳又慈，「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營運之研究─以採用期間模型為証」，產業管理學

報，第 5卷第 1期，91-11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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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世界最大銀行。美國亦於 1999 年底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打破自

1933年格拉斯−史帝格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對跨業之限制 13 
允許金融控股公司

得經由控股公司方式經營銀行、證券、保險等業務，加速金融合併之風潮。參考表

1 我國與美、日金融控股制度的比較，美國金融控股公司係由銀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簡稱 BHC）轉變而成；我國和日本之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皆可

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在轉投資方面，美國金控公司不得轉投資非相關金融業務，日

本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控股公司亦不得轉投資非相關金融業務，但保險、證券為主

之持股公司則無此限制
 14
。而台灣之金控公司得經由主管機關同意，尚有比例限

制。綜視各國規範雖內容不盡相同，但其目標皆朝向減少法令的限制及放寬金融跨

業經營範圍，期望提升金融產業之競爭力。 

隨著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開放外國競爭者，原本高度競爭激烈的

金融業，其經營環境將更加艱困。為提升金融業經營的靈活性，並促進規模經濟及

範疇經濟的效益，政府當局亦開始以金融業合併作為提升金融機構競爭力的手段之

一。早期於民國 85 年財政部研擬「信用合作社合併程序及辦法」，推動營運不善

之信用合作社進行合併。且自民國 79 年 4 月財政部發布「商業銀行設立標準」，

開放銀行設立以來，國內銀行家數遽增。銀行同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利差縮

小，逾放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下降，使得部分新銀行出現財務危機，因此政府不

得不思索讓業者有合併的機制，以擴大經濟規模，維護適當競爭環境。財政部於民

國 87 年底研擬相關辦法以引導銀行業合併。行政院亦於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審查

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草案，放寬金融業合併之限制、提供租稅優惠鼓勵合併，爾後

於民國 89 年 11 月 24 日立法院通過金融合併法。此外，為加速金融市場的整合，

發揮金融機構綜合經營效益，以提升金融體制的競爭力，於民國 90 年 6 月 27 日立

法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由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聯屬事業以共同行銷、資訊交

互運用及設備共用等方式，組合多樣化金融商品，降低營運成本，達成範疇經濟。

金融合併法與金融控股法其立法目的皆是鼓勵金融業進行合併，但相關規定仍有部

分差異，金融合併法提供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業等合併的空間，而金融控股公司 

                                                      
13 因 1920 年代美國股市崩盤，引起銀行擠兌風波，美國政府於 1933 年通過銀行法，規定商業
銀行與證券業務必須分離以降低銀行之事業風險。且因為當時美國參議員 Cater Glass 與 Henry 
Steagal所提出，故又稱為格拉斯−史帝格法（Glass-Steagall）。 

14 資料來源為中央銀行國內金融經濟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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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與美、日金融控股公司制度比較 

 台 灣 美 國 日 本 

法源依據 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 獨佔禁止法及整備法 

金融控股類型 不分類 銀行控股公司轉變成 
銀行、保險與證券三
類 

控股公司 

設立限制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
對銀行、保險或證券
公司兩種以上具有控
制性持股者，最低資
本額限制為 200 億
元。 

符合資本適足性，銀
行 金 融 檢 查 評 等 良
好，且子公司各別加
總資產不得超過合併
後 總 資 產 的  45% 或
500 億美元。 

禁止 15 兆日圓的企業
集團成立。 

控制性持股 持股下限為 25％ 持股下限為 25％ 持股下限為 50％ 

核准制度 事前審查 事後審查 事前審查 

母子公司上市規定 
母公司上市，子公司
下市 

母公司上市，子公司
下市 

母子公司皆可上市 

可否投資 

非金融相關業務 
佔資本額 15％內且以
投資事業股份 5％為限 

否 否 

稅制 連結稅制 連結稅制 連結稅制 

金融監理 分工監理 分工監理 合併監理 

規範運用客戶資訊 有 有 無 

資料來源：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法法條及「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理機制」(王志

誠，2000）等。 

 

所涵蓋的金融機構定義較為廣泛，並且強制同一人持有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其

中兩種超過 25% 的股份或資本額達 3,000 億元設立金融控股公司。如表 2 所示，金

融機構合併法主要為促進金融機構朝大型化發展，產生規模經濟的效益，以解決金

融業家數過多的現象。金融機構合併法提供金融機構整合的制度與環境，為發揮相

輔相成的效果，則有賴於 90 年 11 月實施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以控股公司跨業經營

的方式，促進金融業務之多元化。自民國 90 年 11 月 28 日財政部核准首批金融控

股公司之申請設立許可案截至民國 91 年 12 月 31 日止，已有 14 家金融控股公司，

依主體公司的性質可分為 8家銀行、3家保險、及 3家證券。 

根據高盛證券的統計顯示 2000 年全球併購總金額約達 3.458 兆美元，跨國併購

就有逾 1.1 兆美元。我國近年事業合併案件也有明顯的增加，合併核准案件自民國

86年 843件增加至 90年之 1087件。至 91年 12月底止，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家數短

短一年間已成立 14 家。隨著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法及企業併購法案實施的

影響，更加速了金融業併購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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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金融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之比較 

 金融機構合併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立 法 

歷 程 

88/9/30（行政院審查） 
89/11/24（三讀） 
89/12/13（公布實施） 

90/3/21（行政院審查） 
90/6/27（三讀） 
90/11/1（實施） 

金 融 
機 構 
定 義 

以規範銀行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
同業合併為主，但可從事轉投資行為。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4 條） 

可跨業合併金融相關事業亦可透過控股
從事其他非金融業務。（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 4 條、第 36 條） 

合 併 

依 據 

非公司組織之金融機構合併，可依公司
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之規定。（金
融機構合併法第 2 及第 5 條） 

主要金融事業可經由股東會通過自願提
出轉換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若同一人或
同一關係人持有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
商二類別以上的擁有超過 25% 股份或資
本額達到 3000 億元，此關係人則必須
強制設立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
司法第 6 條、第 24 條與第 26 條） 

合 併 

方 式 

吸收合併或創設合併
15
。 允許現有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商採營

業讓與和股份轉換方式。 

稅 務 

規 定 

1. 其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對消滅機構所
有不動產、動產及各項擔保物權變更
登記時，免繳納登記規費。 

2. 免徵合併所產生之印花稅及契稅。 
3. 因土地轉移之增值稅於下次移轉時一
併繳納。（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7
條） 

1. 其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對消滅機構所
有不動產、動產及各項擔保物權變更
登記時，免繳納登記規費。 

2. 免徵合併所產生之印花稅及契稅。 
3. 免徵因營業讓與或股份轉換所產生之
所得稅及證券交易稅。 

目 的 
為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經濟範疇與
提升經營效率，制訂金融機構合併之規
範。（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 條） 

為發揮金融機構綜合經營效益，並強化
跨業經營之合併監理。（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 1 條） 

資料來源：參考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法條整理而成。 

三、金融機構合併 

面對經濟型態的轉變以及各國對於金融產業規範新思維的衝擊，我國亦對金融

機構合併的限制放寬，自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草案，政府開始

鼓勵金融機構主動進行合併，並於 91 年 12 月底實施金融控股公司法，以改善國內

金融機構家數過多且各家規模均小的問題，而無法因應國外大型金融機構的挑戰之

困境。 

                                                      
15 吸收合併指兩家或兩家以上的企業合併後，其中一家為存續公司，其他消滅公司之資產與負

債概括移轉至該存續公司；創新合併由兩家或兩家以上的企業合併後成立一新公司，原公司之權

利義務由該新公司承擔，原有公司則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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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機構合併方面，Berger and Hannan（1989）16 
指出銀行合併可以經由重

整銀行資源，減少人員、電腦通訊設備、營業據點等重複投資，達到規模經濟。當

銀行逐漸失去傳統存放款業務的獲利來源，合併可以擴大銀行區域及業務範圍。邱

杏茹（2000）17 
以民國 86 年至 87 年進行購併活動之銀行為研究對象，分析影響本

國銀行購併之因素，結果顯示藉由合併擴大規模經濟、建立完整性的服務網、增加

管理效率對銀行購併意願具有顯著性影響，而增加市場占有率、提高管理者個人利

益、及相關法令規範對銀行購併意願並沒有顯著影響。林炳文（2001）及蘇登雄

（2001）18 
亦發現金融機構經由合併後，能快速擴大經營據點、擴大市場佔有率，

進而提升獲利能力。而在保險業方面，王志強（2001）19 
研究產險公司購併後之績

效，結果顯示主併公司可降低資產負債風險和破產風險，並減少保險負債資金成

本，使承保量因而提高。對投保人而言，保險公司合併能保障債權並增加價值。 

陳淑華（2001）20 
研究 89 年間 47 家銀行是否將發展為綜合或國際性銀行，結

果顯示受到稅前盈餘、營業收入或資本額大小之影響，其銀行資本規模較大，營業

據點多，所承受單一業務的風險也較大，傾向發展為國際性或綜合銀行。問卷亦顯

示本國銀行成立時間早，較易有高知名度，可搶佔市場先機拓展業務，並具有廣大

客源基礎，而維持良好的營業績效。沈中華和張雲翔（2002）21 
以 1995 年至 1999

年 46 個國家，共 8113 家銀行為樣本，採用 Panel Data 隨機效果模型，以淨利息邊

際為利潤面的解釋變數，控制變數包括商業銀行從事其他相關業務的限制、政府紀

律與管理能力，並考量銀行的績效與總體環境變數。結果發現在高所得的國家中，

提高商業銀行從事證券業、保險業及其他非金融相關事業的限制，會造成銀行利潤

的減少。尤其從事保險業的限制越高所造成的損失最多，其風險亦顯著上升。此

外，政府紀律及管理能力較差的國家，提高限制將加速其銀行利潤的減少。

                                                      
16 Berger, A. N. and T. H., Hannan, “The Price-Concentration Relationship in Bank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 291-299 (1989). 
17 邱杏茹，影響本國銀行購併因素之探討，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18 林炳文，同前揭註；蘇登雄，台灣地區金融機構合併綜效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
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19 王志強，產險公司購併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20 陳淑華，銀行業策略與績效評估之探討─以平衡計分卡觀點分析，淡江大學會計系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1。 

21 沈中華、張雲翔，「金融機構跨業經營及轉投資之利潤與風險：全球實證分析」，經濟論
文，第 30卷第 3期，275-31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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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lock and Wilson（2001）22 
探討美國銀行業的規模經濟相關議題後指出，由至

少兩家小型銀行與一家中型銀行合併，可減低經營成本達成經濟規模。在分析銀行

合併信用合作社之績效方面，陳若暉、蔡靜宜（2002）23 
發現商業銀行合併信用合

作社後，使盈餘及放款業務提升，而主併銀行的營運績效較佳。另合併後淨值、放

款增加，營業成本減少，使主併銀行相對合併前績效已獲改善。針對成本效率函數

分析目標差異對於銀行購併之影響，廖振盛（2004）24 
卻發現台灣銀行業購併並無

明顯的經濟效率與規模。 

目前學者對金控公司的研究方面，著重於金控公司向財政部申請設立日之宣告

效果、套利及金控公司經營績效等。如陳若暉、王信惠（2004）25 
發現金控公司初

次公開發行蜜月期間之累積異常正報酬率表現較金融機構佳。許美滿等（2004）26

指出投資人可利用金控公司之購併宣告所產生之財富移轉效果，妥善研擬套利策略

獲取高額報酬。另陳錦村、陳玉華（2004）、龔昶元、林永吉（2004）和林忠正

（2005）27 
分析轉投資行為、經營規模、治理機制、和策略面等因素，均有助於金

控公司之經營績效。另劉啟群等（2005）利用財務與非財務因素分析金控公司換股

比率之影響。實證顯示資產報酬率、每股淨值、員工年齡、董事長和總經理學歷均

和換股比率呈正相關。表示營運績效與財務價值，以及員工與領導階層的內部人力

價值對於金控合併頗具重要性。林恩詰等（2005）指出具前瞻性策略的金控公司其

經營績效較佳。賴鈺城等（2005）28 
比較金控異業整合績效，發現金控合併後對其

                                                      
22 Wheelock, David C. and Wilson, Paul W., “New Evidence on Returns to Scale and Product Mix 

among US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7(3), 653-674 (2001). 
23 陳若暉、蔡靜宜，「商業銀行合併信用合作社之績效改善分析」，產業管理學報，第 3 卷第

1期，13-30，2002。 
24 廖振盛，「銀行購併行為與經濟效率分析─兼論購併對象差異的影響」，台灣銀行季刊，第

55卷第 4期，1-25，2004。 
25 陳若暉、王信惠，「金控公司與金融機構公司初次公開發行股價報酬之比較」，臺灣銀行季
刊，第 55卷第 4期，48-65，2004。  

26 許美滿、鍾惠民、葉菀婷、許和鈞，「金融控股公司購併之市場反應與套利機會分析」，台
灣金融財務季刊，第 5期，121-139，2004。  

27 陳錦村、陳玉華，「金融控股公司的轉投資行為、治理機制能否有效提昇經營績效」，台灣
金融財務季刊，第 5 期，55-77，2004；龔昶元、林永吉，「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績效關聯因素之研
究─灰關聯分析之應用」，臺灣銀行季刊，第 55期，1-25，2004；林忠正，同前揭註。  

28 賴鈺城、謝永清、張靜怡、黃璟莉，「異業整合績效比較之研究:以國泰金控、台新金控、復
華金控為例」，貨幣市場，第 9卷第 3期，17-4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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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率已有顯著改善成效。許鈺珮、張錫介（2005）29 
的研究結果亦顯示銀行加入

金控其經營績效，如逾放比率的下降與資產規模、業務多角化的提升，均較非金控

的銀行佳。而王榮祖、蔣俊宏（2005）使用灰色關聯分析法評量績效計分，發現官

股比例較高的金控公司，其營運管理能力較差。另林卓民等（2006）透過檢定得

知，銀行加入金控前後之成本效益並無明顯差異。 

近年來有學者用於探討金融機構經營失敗的因素、金融預警制度、和信用風險

等研究（Lane et al., 1986；Cole and Gunther, 1995；李紀珠，1993；蔡雅蘭，1997；

黃明祥等，2004）30
；另待獲利期間（林祖嘉、李紀珠，1997）31

、金融機構採用新

技術、新業務如採用存款保險制度之決策（楊忠城，1996）、和境外金融機構採用

時間先後之因素（陳若暉和陳又慈，2004）。相較於 Logit 和區別分析，採用期間

模型不但有較佳的正確率，亦能有效估算未來存活和採用時間（Lane et al., 1986; 

Lee and Urrutia, 1996 32
；黃明祥等，2004）。 

分析廠商待獲利期間的動態關係方面，林祖嘉、李紀珠（1997）利用加速生命

模型（accelerated life model）對影響待獲利期間的潛在因素進行分析。發現隨著臺

商設廠的時間較長，其獲利轉換率越高。此外，發現勞工人數的多寡、自台灣進口

的原料比率、從台灣進口機械的比率、生產成本降低比率呈現負相關。而當臺商投

資型態為獨資時，因對當地法令或交易習慣不熟悉，需花費較多時間才能獲利。投

資地點及產業型態對待獲利期間也有影響，當工廠設置於郊區或是所屬的產業型態

                                                      
29 許鈺珮、張錫介，「金融控股公司法實施對台灣銀行業經營效率影響之分析」，金融風險管
理季刊，第 1卷第 2期，33-56，2005。 

30 Lane, W. R., S.W., Looney and J.W., Wansley,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to Bank Failure,” Th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0(4), 511-531 (1986)；Cole, Rebel A. 
and Gunthe, Jeffery W., “Seperating the Likelihood and Timing of Bank Fail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 1073-1089 (1995)；李紀珠，「金融機構失敗預測模型─加速失敗時間模型之應用」，
經濟論文叢刊，第 21卷第 4期，355-379，1993；蔡雅蘭（1997）研究民國 84年 85年，共 72家
信用合作社與 169 家農會信用部發生擠兌的原因，實證顯示放款餘額及逾放比率對全體樣本存活
期間有顯著正向關係。而樣本分為信用合作社與農會信用部進行比較，發現資產總額對農會信用

部之存活期間有顯著正向影響，而逾放比率與流動性準備比率對信用合作社之存活期間有顯著正

向影響；黃明祥、許光華、溫健志，「以存活分析法建立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管理機制之研究」，

台灣銀行季刊，第 55卷第 4期，66-92，2004。 
31 林祖嘉、李紀珠，「大陸臺商待獲利期間之分析：存活模型之應用」，社會科學計量方法發
展與應用，185-209，1997。 

32 Lee, S. H. and J. L. Urrutia,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Insolvency in th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A Comparison of Logit and Hazard Models,”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3, 
121-13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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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資本密集，則待獲利期間較短。 

分析信用合作社加入中央存款保險制度的期間先後因素，楊忠城（1996）則發

現信用合作社所屬分社數越多，則越早加入中央存保系統。另財務面因素，信用合

作社之固定資產規模越大則越晚加入；社員權益佔存款比、存放比與加入期間呈反

向關係。陳若暉、陳又慈（2004）以期間模型研究民國 72 年至 88 年間 69 家銀

行，自立法院通過「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至銀行開辦境外金融營運中心期間與開辦

率的相關性，分別檢測四種機率分配：Exponential 分配、Weibull 分配、Lognormal

與 Log-logistic 分配。結果顯示 Weibull 為較佳的分配且隨時間拉長，越多的銀行會

設立金融境外營運中心，且通過條例至第 31 季時，銀行的開辦率高達 28%。在影

響銀行開辦期間先後方面，實證顯示政府開放設立之法規對銀行開辦金融境外營運

中心有正向顯著影響。另資產規模越大、營業利益率越高則銀行開辦業務的期間越

短；由於銀行操作外幣拆放業務的需要，當現金及存放同業佔資產越高其開辦期間

越短。而總資產成長率則與開辦率呈負向關係。 

近年來面對金融業大型化的國際發展趨勢，Berger et al.（1999）指出各國金融

管制的解除、金融自由化、金融商品的創新、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與跨業經營範

圍的放寬等，金融環境的改善使金融業易於加速合併。而大型金控公司和金融機構

結合銀行與證券、保險、投資等多項業務整治經營乃刻不容緩。此外，為擴張版圖

的動機驅使下，Roll（1986）和 Sirower（1999）所提出的傲慢假說（hubris 

hypothesis）乃強調主併公司欲先發制人取得市場優勢，常忽略高估的合併綜效，執

意以高額溢價掌握股權。合併案所引發負面的股權爭奪戰與經營改組效應，阻礙國

內經濟發展，且影響金融市場與社會動盪不安。然而，對於公司採取合併的轉換時

間，以擴大市場佔有與經濟規模，並符合傲慢假說之自我擴張型合併相關的實證研

究較少作深入分析。故本研究乃運用採用期間模型，進行實證研究金融機構和金控

合併轉換的影響因素。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採用期間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探討金融機構採取合併動作先後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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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聯性並欲瞭解影響合併期間先後的因素，作為預測金融機構合併時程的參考依

據。以各樣本待合併期間為相依變數，獨立變數包括 24 家主併公司 33 
之負債比

率、固定資產占淨值比、流動比率、總資產週轉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董

監事持股比率、營業據點及金融法規等共 9 個影響變數加以驗證，相關資料取自各

金融機構之上市公開說明書。 

(一) 期間模型 

採用期間模型又稱為存活模型（survival analysis model）34
，除了探討失敗率及

存續期間，也運用於企業獲利期間及採用期間的研究。 

依事件發生的時間定為研究起點，將期間內的金融機構合併與否的時間點列為

應變數。本研究即以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行政院通過「金融合併法草案」作為研

究起點，至各金融機構合併之期間先後列為應變數。以瞭解合併期間是否具有時間

依賴性（time dependence），即當一家金融機構在歷經一段期間仍無合併，則未來

合併的機會是否越來越小。 

1. 期間模型基本統計理論 

首先，令 T 為個別金融機構從草案通過後至合併完成期間﹙或稱待合併期

間﹚，且假定其待合併期間之分配及參數均相同
 35
，並令其機率密度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簡稱 pdf）為 f (t)和累計分配函數（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簡稱 cdf）為 F (t)。因此，金融機構在某一時期 t 尚未合併完成期間的累

                                                      
33 主併公司之合併日期，包括 12 家金控公司合併案：華南金控（2001/12/19）、富邦金控
（2001/12/19）、國泰金控（2002/4/22）、開發金控（2002/11/08）、玉山金控（2001/1/28）、復華金
控（2002/2/4）、兆豐金控（2002/2/4）、台新金控（2002/2/18）、新光金控（2002/2/11）、國票金控
（2002/3/26）、建華金控（2002/5/9）、日盛金控（2002/2/5）；12 家金融機構公司合併案：友聯產
險（2002/10/11）、元大京華（2000/9/1）、寶來證券（2000/9/1）、群益證券（2000/12/26）、聯信商
銀（2000/7/1）、富邦投信（2001/2/13）、大眾銀行（2001/5/29）、誠泰銀行（2001/8/31）、陽信銀
行（2001/9/15）、統一證券（2000/8/9）、萬泰銀行（2002/9/30）、元富證券（2000/7/24）。 

34 取自醫學生物統計及工業工程領域。在人文、產業學科方面的研究逐漸增加（如林祖嘉，
1991）。 

35 由於不易區別每個金融機構是否面對相同的機率分配，為符合模型可用性，本研究根據
Greene（2000）假定這些廠商面對相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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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機率函數，即期間函數（duration function），以 D (t)表示， 

( ) ( ) 1 ( )D t P T t F t= ≥ = − ， 0t ≥ 。 (1) 

以 λ (t) 表示，在 t期開始合併之狀態轉換率（hazardrate）36 
如下， 

( ) ( ) ( )
( )tD

tf

t

tTttTtp
t

t
=

Δ
≥Δ+<<=

→

|
lim

0
λ 。 (2) 

根據 (1)、(2)兩式可推導出 λ (t)與 D (t)具有下列關係， 

ln ( )
( )

d D t
t

dt
λ −= ， (3) 

( ) ( ) ( )f t D t tλ= 。 (4)  

2. 參數期間模型 

假設期間模型三個機率分配：Exponential、Weibull、Log-normal，均出自同一

母系的機率分配及 Log-logistic 分配，且待合併期間 (T) 符合其中一參數分配，則可

分別進行時間相依性之檢定。（如附錄） 

(二) 變數說明 

1. 相依變數 

主併公司之待合併期間自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行政院審查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

草案至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告之合併基準日，以月為單位計算各主併公司合併先後的

時間。 

2. 獨立變數 

張惟明（1997）37 
利用財務危機預測模型分析，發現負債比率與發生財務危機

具有顯著相關性。故本研究預期當負債比率越高，表示其償債與變現能力不足，傾

                                                      
36 一般研究稱 Hazard Rate為危險率，本文在研究金融機構合併狀態的改變，在此稱為轉換率。 
37 張惟明，運用會計資訊於財務危機預測模型之研究：比較二元與多元邏輯斯模型，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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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採取合併來改善財務結構，則待合併期間越短。陳又慈（2001）38 
發現本國銀行

的資產規模較外商銀行雄厚，經營資源豐富，積極培育國際金融人才，致力拓展境

外金融業務，開辦國際金融業務的設立期間愈短。當主併公司的固定資產佔淨值比

越低，表示投入固定資產的自有資金不足，可藉由合併來增加資產規模，故待合併

期間較短。另流動比率顯示主併公司其短期的償債能力，許振明、劉完淳（2001）

和陳巍文（2001）指出當短期的償債能力越薄弱，發生財務危機的機率越高。故預

期當主併公司其流動比率越低，短期償債能力無法處理緊急突發事件，如擠兌風

波，進而面臨財務危機。金融機構為避免危機的產生，則會越快進行合併，來提高

其流動比率。 

當主併公司欲將資金有效的運用，可納入各金融機構，彼此分享資源，以期有

效降低設備的重複配置。且白欽元（2002）39 
探討我國企業財務危機的預測模型，

結果顯示總資產週轉率愈高，發生財務危機愈低。本研究預期當總資產週轉率低

時，因資產管理經營績效不彰，促使金融機構欲提前合併達成綜效，以利提升資產

使用之效益，故與待合併期間呈正相關。 

股東權益報酬率代表公司股東的獲利能力高低，陳若暉、林任達（2005）40 
探

討高科技及非高科技的併購案前後之財務績效，發現兩者的股東權益報酬率皆呈現

明顯正向效果。顯示併購後，因規模變大可快速獲取市場，進而使股東獲利提昇。

因此，本研究預期股東權益報酬率越低，則待合併期間越短。而蘇登雄（2001）選

取純益率作為衡量金融機構合併後之獲利能力指標，實證顯示金融機構之獲利能力

可經由合併提升。當主併公司其純益率越低，則會越快進行合併，以提升效益。 

Hill and Snell（1989）和 Oswald and Jahera（1991）41 
發現當董監事持股比率增

加，因其財富與公司財務績效日趨緊密，促使董監事關注於營運管理與監督，以提

升公司價值。此外，黃美玲（2001）42 
指出銀行進行合併時，股東及經營者結構為

                                                      
38 陳又慈，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營運與績效之分析，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39 白欽元，國內中小企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40 陳若暉、林任達，「台灣高科技及非高科技企業跨國購併對財務績效影響之研究」，中原學
報，第 33卷第 2期，133-148，2005。 

41 Hill, C. and S., Snell, “Effects on Ownership and Control on Corporate Produc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 25-46 (1989)；Oswald, S. L. and J., Jahera Jr., “The Influence of Ownership 
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4), 321-326 (1991). 

42 黃美玲，由財務績效面探討本國銀行優質合併之研究，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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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考量因素。本研究推論金融機構合併能提升範疇經濟、資源共享等，以滿足董

監事利益。故主併公司之董監事持股比率越高，待合併期間越短。吳明義（2002）

研究民國 81 年至 88 年間共 22 家新舊商業銀行，評估其經濟效率。實證顯示銀行

規模越大，分行數越多，銀行的經濟效益越佳。林炳文（2001）和蘇登雄（2001）

實證亦顯示金融機構合併後，藉由有效擴大行銷據點，其市場佔有率明顯提升，並

藉由承接不動產價位的獲取，減低銀行經營成本，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獲利能力。

本研究推論主併公司既有的營業據點越多，可提供更完善的金融商品，以期能快速

獲取消費金融市場和市佔率，則越快進行合併。故營業據點愈多，則待合併期間愈

短。 

為加強我國金融業加入 WTO 後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力，於民國 90 年 11 月 1 日

實施金融控股公司法。本研究欲檢視金融制度的開放是否影響金融機構合併速度，

故將金融控股公司法設為虛擬變數。樣本分為兩類，0 表示為 90 年 11 月 1 日前即

進行合併之金融機構，而 1 表為 90 年 11 月 1 日之後合併的金融機構。陳又慈

（2001）研究 69 家銀行開辦境外金融運中心先後期間之因素，實證結果顯示「國

際金融業務條例」的政策加速銀行設立境外金融營運中心。因此，本研究預期金融

制度的開放，可使待合併期間愈短。 

上述變數彙總如表 3 所示，負債比率、董監事持股比率、營業據點、金融法規

與待合併期間呈負相關，而固定資產佔淨值比、流動比率、總資產週轉率、股東權

益報酬率及純益率則預期與待合併期間為正相關。 

從表 4 敘述統計中樣本公司平均值得知，金融機構的待合併期間為 20 個月，

而金控公司的待合併期間較長約為 30 個月。此乃因金融機構合併法的初期，合併

案件不多，而後自 2001 年 11 月 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實施後，金控

公司採取合併案件才增溫。金融機構的負債比率、固定資產占淨值比率及流動比率

均高於金控公司。此顯示金融機構負債融資使用程度較高，且金融機構固定資產的

需求高於金控公司。金融機構的平均流動比率較金控公司平均流動比率高。此顯示

金融機構短期償債能力非常好。金融機構的總資產週轉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皆為正

值，而金控公司在這三個比率皆為負值。此顯示金融機構所有資產的使用效率及投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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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收益高於金控公司。此外，金融機構的純益率、營業據點、董監事持股比皆小於

金控公司。此表示金控公司每一元的銷貨額能為公司帶來較高的稅後淨利。另金控

公司的市佔率較高，可達到規模經濟。為避免董監事席位被奪去，因而失去經營

權，所以金控公司的董監事股權較金融機構集中。 

表 3 合併期間先後之研究變數 

構  面 獨立變數 操作性定義 預   期 

負債比率 總負債／總資產 － 
財務結構 

固定資產佔淨值比 固定資產／淨值 ＋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 

經營能力 總資產週轉率 營收淨額／總資產平均餘額 ＋ 

股東權益報酬率 稅前淨利／權益總額 ＋ 
獲利能力 

純益率 稅前淨利／營收淨額 ＋ 

股權結構 董監事持股比率 董事和監事股數 － 

營業據點 服務據點 － 
其  他 

金控法規 金融控股公司法 － 

表 4  敘述統計 

金融機構 金控公司 
財務比率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待合併期間 20 10.01 37 10 30.08 2.97 38 27 

負債比率 67.12 27.20 94.52 6.76 13.69 14.67 56.16 0.02 

固定資產占 
淨值比率 

27.75 29.57 90.01 1.71 2.81 8.09 28.01 0.0002 

流動比率 12084 40067 139305 15.03 3087 5159 13914 3.07 

總資產週轉率 4.85 5.38 14.15 0.02 −2.46 17.56 12.10 -56.84 

股東權益 
報酬率 

3.64 9.46 16.7 −23.66 −6.77 23.31 14.09 -66.10 

純益率 7.87 16.70 35.11 −35.78 8575 29558 102436 -49.75 

營業據點 44.16 20.11 85 3 184 171.35 500 30 

董監事持股比 13.69 9.90 41.11 5.54 17.38 8.77 37.07 5.89 

註： 金融機構（友聯產險、元大京華、寶來證券、群益證券、聯信商銀、富邦投信、大眾

銀行、誠泰銀行、陽信銀行、統一證券、萬泰銀行、元富證券）和金控公司（華南金

控、富邦金控、國泰金控、中華開發、玉山金控、復華金控、兆豐金控、台新金控、

新光金控、國票金控、建華金控、日盛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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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利用 Limdep 套裝軟體，檢定期間模型中之 Exponential、Weibull、

Lognormal 及 Log-logistic 共 4 種機率分配型態，對金融機構待合併期間是否具有時

間相依性進行實證研究，並選取 9 個獨立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探討影響金融機構合

併期間先後之因素。獨立變數包括各家之負債比率、固定資產佔淨值比、流動比

率、總資產週轉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董監事持股比率、營業據點及金控

法等 9 個變數。本研究依金融機構與金融控股合併篩選樣本作區分。金融合併法提

供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業等合併的空間，而金融控股公司所涵蓋的金融機構定義

較為廣泛，並且強制同一人持有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其中兩種超過 25% 的股份

或資本額達 3,000 億元設立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機構合併法主要為促進金融機構朝

大型化發展，產生規模經濟的效益，以解決金融業家數過多的現象。而金融控股公

司法乃以控股公司跨業經營的方式，促進金融業務之多元化。 

針對金控公司方面，表 5 研究結果顯示非單調函數 Loglogistic 分配下之對數最

大概似值為 9.647，為四種分配中最大值，亦即在 Loglogistic 分配下，金控公司之 

表 5 期間模型不同狀態下之實證結果─金控 

獨立變數 Exponential Weibull Lognormal Loglogistic 

截距項 3.491** (4.260) 3.455** (43.857) 3.403** (78.004) 3.388** (110.128) 

負債比率 0.053 (0.475) 0.046 (0.894) 0.053 (0.995) 0.054* (1.915) 

固定資產佔淨值比 0.086 (0.101) 0.086 (0.222) 0.090 (0.253) 0.090 (0.430) 

流動比率 0.000 (0.242) 0.000 (1.041) 0.000 (1.025) 0.000* (2.057) 

總資產週轉率 −0.167 (−0.408) −0.153 (−1.152) −0.154 (−1.101) −0.165* (−1.787) 

股東權益報酬率 0.121 (0.450) 0.119 (1.054) 0.108 (0.816) 0.112 (1.659) 

純益率 0.000 (0.002) 0.000 (0.008) 0.240 (-0.09) 0.000 (0.011) 

董監事持股比率 0.145 (2.040) 0.143** (4.262) 0.129** (4.113) 0.134** (6.927) 

營業據點 −0.002 (−0.354) −0.000 (−0.362) −0.002 (−0.612) −0.003 (−1.444) 

規模參數 1  0.121** (2.301) 0.962** (4.604) 0.486** (4.799) 

LLV -12.240 5.264 8.605 9.647 

註 1.括弧內為 t 值。註 2. LLV 為最大概似含數值。 
註 3.參數 P=δ-1

，Sigma 即規模參數 δ。 
註 4.*和**分別表示 10% 和 5%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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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狀態轉換率並非為單調遞增函數或單調遞減函數，且其規模參數 0.486 小於

1，表示狀態轉換率隨時間呈現先遞增後遞減的形式。圖 1 為金控公司待合併期間

與合併之狀態轉換率之趨勢圖，得知政府推行金融業合併的初期，因法規尚未放寬

金融業異業合併的限制。因此，金控公司在待合併期間初期與合併轉換率無明顯的

關係，直至 2001 年 11 月 1 日金融控股公司法實施之後，金控公司採取合併的行動

遽增，表示開放初期金控公司自我擴張型合併較強，於 10 個月時合併狀態轉換率

達 5%。而隨著期間越長，金控公司的合併轉換率的增加便逐漸趨緩，至 38 個月

時，其合併之狀態轉換率維持在 10%。圖 2 為金控公司於待合併期間未採取合併行 

 
時間：log(t)，t 為月數 

圖 1 待合併期間與合併狀態轉換率關係之趨勢圖─金控樣本 hazard rate 

（合併之狀態轉換率） 

 
時間：log(t)，t 為月數 

圖 2 待合併期間與未合併狀態轉換率關係之趨勢圖─金控樣本 survival 

rate（未合併之狀態轉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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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趨勢圖，顯示初期金融機構尚無法籌組金控公司，由於政府實行金控法，並提

供合併時的優惠措施，如連結稅制之優惠，以金控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時，可使子公司間之盈虧互抵（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9 條）。使金控

公司未合併之狀態轉換率驟降，至 38個月時，未合併之狀態轉換率為 20%。 

以金控公司而言，期間模型實證結果為 Loglogistic 分配為較適的分配模型。另

在實證方面，表 5 顯示負債比率有 90% 正向顯著的影響（0.054），不符合預期。

當主併公司其償債能力佳，顯示其財務結構健全。然而，銀行負債除借入資金外，

尚包括存款業務。但對金融公司而言，其負債比率低也意味銀行子公司的存款金額

相對較低。為擴展經營範圍提升競爭優勢，許多銀行紛紛建置顧客管理系統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43
，力求積極爭取新存戶，強調客戶分析

與服務，進而主動提供理財咨詢，配合跨業行銷以提升營業績效。藉由合併行動為

短期吸收存款戶，增加消費金融及企業融資等業務，為擴大經營層面的不二法門，

則待合併的期間越短。 

流動比率與待合併期間呈顯著正相關但影響不大。當流動比率越低，其短期償

債能力越薄弱，加速其採取合併行動以健全償債能力，以避免財務危機的產生（許

振明、劉完淳，2001）44
。董監事持股比率亦為正向顯著變數，顯示金控公司其董

監事持股比率越低，則待合併期間越短，此與預期不符。根據證期局規定公開發行

公司董監事持股最低成數規定
 45
，國內公司董監事持股比例偏低，屬於少數持股控

制型經營模式，委託書爭奪戰時有所聞。經營權的改組則意味著控制集團權力結構

的重組。加入 WTO 後，面對國際的競爭壓力，國內金融業獲利能力相對薄弱。為

強化競爭力，各公司無不卯足全力朝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監督透明化發展，

透過整合資源與共同行銷的手法，達成金融綜合經營效益。然財務結構穩健、經營

體質適宜的合併對象，亦遭各金融集團窺伺。因此，爭相聘任國際知名財務顧問公

司，藉由其豐富併購專業評估及迅速規劃能力，在限期內完成「攻城掠地」之效，

故待合併的期間越短。另總資產週轉率之係數為負且顯著（−0.165），與預期不

                                                      
43 郭信智、陶幼慧、洪建志（2004）指出國內銀行證券公司近  70% 已建置顧客管理系統
（CRM）系統。 

44 許振明、劉完淳，「票券業的經營績效評比」，90年 3月份智庫研究報告，2001。 
45 例如：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 10 億元在 20 億元以下者，全體董監事應持有股數總額比例合計
為 8.25%；超過 20億元者，則為 5.5%。（行政院金融監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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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依據金控法第 6 條與第 12 條等相關規定，金融公司的最低資本額達 200 億與

資產規模 3,000 億以上，且跨業經營持有旗下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超過 25%（控制性持股），接受強制設立。應於期限內：第

一階段（90.11.1~12.31）；第二階段（每年 6.1~7.31）申請許可設立金控公司。此

外，非上述情形則不強制設立，仍可選擇性設立金控公司。當金融公司其總資產週

轉率越佳，能快速將資金作有效運用，而透過旗下的子公司間共同分享資源，降低

資源的重複配置、耗損資金，能有效產生合併後的資金綜效，在屬不強制設立的情

況下，仍可申請設立，則待合併期間越短。 

在金融機構公司方面，表 6 研究結果顯示 Lognormal 分配之對數最大概似值-

10.713，為四個分配中之最大值，為較佳的機率分配。且在 Lognormal 中，任一規

模參數下，其合併之狀態轉換率會隨時間而有先遞增後遞減的現象。由圖 3 明顯得

知，金融機構公司於行政院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的初期，金融機構採取合併行動並

不踴躍，即初期金融機構的自我擴張型合併意願較弱，而後隨著政府進行金融法規

的修改、放寬金融業合併的限制，爾後採取合併行動的金融機構有逐漸增加的趨

勢，至 38 個月狀態轉換率有趨緩的情形，但此時狀態轉換率已達 36%。圖 4 顯

示，在政府放寬合併限制的初期，金融機構公司合併案並不多見，但長期下來，未

合併的金融機家數越來越少，在 38 個月之後，其未合併狀態轉換率已趨於 0%，表

示金融業因規模小、競爭激烈下，欲藉由合併同業來取得市場佔有率、或合併異業

採取多角化經營以獲得多產品優勢。 

而在金融機構公司期間模型檢定方面，顯示 Lognormal 分配為最適分配，並從

表 6 可得知影響金融機構公司其待合併先後的因素。董監事持股比率之係數亦為正

且顯著（0.108），顯示當董監事持股比率越低，則越早採取合併行動，則與先前的

推論相反。有鑑於國際金融業的競爭和國內金控公司的崛起，金融商品百貨化的共

同行銷包裝手法，已嚴重侵蝕其他金融機構的業績。非金控公司遭「邊緣化」的可

能性與日俱增，此憂患意識牽動董監事持股比例低的金融機構，其公司經營策略偏

向合眾連橫的模式，為確保自身的利益，亦積極尋求國際知名財務顧問公司的協

助，仰賴其併購專業能力，及早鎖定目標公司，以期提升綜效，故使待合併期間越

短。營業據點與待合併期間呈顯著正相關為 0.277，與預期不相符合。綜觀政府開

放民營銀行新設、放寬金融機構申請設立分支機構、及外商銀行設立門檻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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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期間模型不同狀態下之實證結果─金融機構 

獨立變數 Exponential Weibull Lognormal Loglogistic 

截距項 3.178** (8.048) 3.184** (16.960) 2.927** (15.396) 2.891** (15.973) 

總資產週轉率 0.088 (0.145) 0.094** (4.069) 0.088** (2.888) 0.095** (2.915) 

股東權益報酬率 −0.442 (−0.194) −0.246 (−1.244) −0.257 (−1.183) −0.276 (−1.451) 

純益率 0.032 (0.067) 0.015 (0.738) 0.015 (0.709) 0.016 (0.738) 

董監事持股比率 0.105 (0.203) 0.103** (3.849) 0.108** (2.602) 0.110** (2.777) 

營業據點 0.034 (0.347) 0.030** (5.132) 0.277** (3.250) 0.027** (2.864) 

金融法規 4.709 (0.262) 2.264 (0.509) 2.234 (0.482) 2.425 (0.189) 

規模參數 1  0.533** (2.547) 0.560** (3.031) 0.342** (2.892) 

LLV −14.426 −12.131 −10.713 −10.948 

註 1. 括弧內為 t 值。 
註 2. LLV 為最大概似含數值。 
註 3. 參數 P = δ − 1，Sigma 即規模參數 δ。 
註 4. 註 2.*和**分別表示 10% 和 5% 的顯著水準。 

 

 
時間：log(t)，t 為月數 

圖 3 待合併期間與合併狀態轉換率關係之趨勢圖─金融機構樣本 hazard 

rate（合併之狀態轉換率） 

金融機構家數過多，在劣質的金融環境下，彼此惡性競爭壓縮生存空間。政府乃藉

由金控公司的設立和金融合併的催生，同時採取日趨嚴苛的開設分行的申請條件為

其因應之道。非金控公司試圖利用跨業行銷平台與金控公司抗衡恐緩不濟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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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金控公司其「鯨吞蠶食」之能，金融機構除加強資訊化整合外
46
，擴大行銷通

路、快速擴充據點、深耕顧客開發、及減緩客戶流失為主要營運方針，以免遭金融

版圖重新洗牌之洪流所淹沒。當金融機構擁有越少的營業據點，則待合併期間較

短。蘇登雄（2001）指出金融機構藉由合併來擴大其行銷據點，使市場佔有率提

升，進而增加其獲利能力。 

 
時間：log(t)，t 為月數 

圖 4 待合併期間與未合併狀態轉換率關係之趨勢圖─金融機構樣本

survival rate（未合併之狀態轉換率） 

另總資產週轉率之係數亦為正並具有顯著性（0.088），金融機構之總資產週轉

率越低，表示總資產使用不佳且整體銷售狀況不良所致。在面臨突發的危機時，其

資金週轉與融通失靈，會導致財務經營危機的產生，金融機構為避免危機的發生將

積極尋求合併契機，加速進行合併。而金控法則為正相關但不顯著，表示金控法並

未加速金融機構公司採取合併行動。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期間模型（duration model），以 24 例國內金融業合併案為研究對

象，找出合併狀態轉換率的最適時間分配形態，並探討 9 個獨立變數包括負債比

                                                      
46 如誠泰銀行所建置「視訊銀行系統」提供客戶優質貼心的各種金融業務服務，大幅下降分行
營運成本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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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固定資產佔淨值比、流動比率、總資產週轉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董

監事持股比率、營業據點及金控法等因素對金融機構和金控公司採取合併時間先後

之影響，及探討是否存有自我擴張型合併現象。金控樣本是 Loglogistic 分配為較佳

的分配，且規模參數小於 1，表示合併案件會隨著時間呈現先遞增後遞減的形式，

符合自我擴張合併型態。金融機構樣本則檢定出 Lognormal 分配為較佳的機率分

配，在任何規模參數下，法規草案通過初期合併案會隨時間增加而提高，但到了後

期合併案便會隨時間增加而降低。 

綜合比較金融機構和金控公司後得知，金控公司的負債比率越低，表示其償債

能力佳，但存款金額較低。子銀行建置顧客管理系統積極爭取新存戶，並提供理財

咨詢與維繫優質客服，配合跨業行銷以擴大經營，則待合併的期間越短。而在經營

能力方面，除符合強制設立外，當總資產週轉率越佳，表示主併公司整合子公司資

源，展現專業經營績效，雖屬不強制設立情況，仍可爭取申請設立，則待合併期間

越短。股權結構方面，由於主併公司董監事持股偏低，因考量財務穩健的合併對象

有限，以及未來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監督透明化的發展，故聘任專業財務顧

問迅速規劃併購事宜，則待合併的期間越短。 

影響金融機構公司樣本待合併期間先後之因素中，實證顯示金融機構的營業據

點越少，會越快採取合併行動，來增加其行銷據點，加強顧客開發和減緩客戶流

失，進而提升其獲利能力，以防金融版圖重新洗牌而吞噬。另總資產週轉率越低，

整體銷售狀況不佳與總資產使用失當，易產生資金週轉失靈，而積極尋求合併契

機，其待合併期間越短。有鑑於國際競爭的壓力和金控公司的崛起，董監事持股比

率越低的金融機構，為確保自身的利益，避免遭「邊緣化」的可能性，使其經營策

略偏向合眾連橫的模式，在專業財務顧問的協助下，積極評估各優質合併的機會，

及早鎖定目標公司。而政府法規方面，金控法的頒佈並未加速金融機構進行合併。 

在國際金融自由化的潮流下，政府的金融政策似應清楚勾勒出金融業的願景、

透明的合併規則，督促優退制度合理化，以杜絕因少數持股控制型經營模式，而導

致委託書爭奪戰。避免因經營權的改組所產生的抗爭亂象和組織文化的衝突。創造

公平競爭的經營環境與有利的獎勵條例，以提高外資併購國內金融機構的意願。政

府亦可適度鬆綁相關新種業務條例，鼓勵金融業與外資策略聯盟，引進新金融商品

專業技術、服務品質及創新能力，落實國際專業人才之培養，熟悉海外市場，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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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際競爭優勢，以期他日能與國外金融業抗衡。 

在選取金融機構合併樣本，主要以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所揭露之合併消息，並

輔以上市公開說明書作為選取標的。對於其他刊物則不納入資料來源，因此在選取

樣本上，仍有遺漏。由於金融機構合併法的實施期限不長，及受限於國內金融機構

和將金融控股併購家數取得不多，建議後續研究者未來可擴大研究期間，以增加實

證之可信度。如能取得相關國際化指標，可衡量各金融機構與金控公司之國際競爭

力優勢。另可收集國外金融控股公司樣本，針對各國金控自我擴張型合併作進一步

研析與比較。 



12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王志誠 (2000)，「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理機制」，政大法學評論，第 64

期，152-185。 

王志強 (2001)，產險公司購併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榮祖、蔣俊宏 (2005)，「金融控股公司績效評估之研究」，台灣土地金融季刊，

第 42卷第 4期，19-138。 

白欽元 (2002)，國內中小企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李紀珠 (1993)，「金融機構失敗預測模型-加速失敗時間模型之應用」，經濟論文

叢刊，第 21卷第 4期，355-379。 

阮美珠 (2002)，台灣基層金融銀行機構合併效益分析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明義 (2002)，台灣商業銀行經濟效率影響因素之探討，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

究所碩士論文。 

吳森有 (1995)，「我國信用合作社法之制定及其影響」，基層金融，第 31 期，

279-289。 

吳秉臻 (2002)，台灣地區銀行合併問題之研究，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在職生碩士論

文。 

沈中華、張雲翔 (2002)，「金融機構跨業經營及轉投資之利潤與風險：全球實證分

析」，經濟論文，第 30卷第 3期，275-310。 

邱杏茹 (2000)，影響本國銀行購併因素之探討，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 

林祖嘉 (1991)，「工作搜尋模型與失業期間─台灣地區大專畢業生之經驗」，經濟

論文，第 19卷第 2期，183-215。 

林祖嘉、李紀珠 (1997)，「大陸臺商待獲利期間之分析：存活模型之應用」，社會



 金控公司自我擴張型合併之研究：期間模型實證分析 121 

 

科學計量方法發展與應用，185-209。 

林碉力、車鵬程 (1995)，「我國基層金融機構合併相關問題之探討」，基層金融，

第 30期，85-101。 

林忠正 (2005)，「台灣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集團之發展與分析:經營規模與效率」，企

銀季刊，第 28卷第 4期，27-41。 

林炳文 (2001)，「台灣地區商業銀行合併之效率分析」，風險管理學報，第 3 卷，

第 1期，1-21。 

林卓民、陳明麗、楊於龍 (2006)，「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子銀行成本效益率之探

討」，臺灣銀行季刊，第 57卷第 1期，1-16。 

林恩詰、賀力行、王濬智 (2005)，「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績效與策略關係之探

討」，臺灣銀行季刊，第 57卷第 1期，17-42。 

周士淳 (2002)，金融業跨業合併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袁華清 (1999)，「綜合銀行淺論」，華銀月刊，第 580期，31-35。 

許美滿、鍾惠民、葉菀婷、許和鈞 (2004)，「金融控股公司購併之市場反應與套利

機會分析」，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 5期，121-139。 

許振明、劉完淳 (2001)，「票券業的經營績效評比」，90年 3月份智庫研究報告。 

許鈺珮、張錫介 (2005)，「金融控股公司法實施對台灣銀行業經營效率影響之分

析」，金融風險管理季刊，第 1卷第 2期，33-56。 

陳太齡 (2002)，金融控股公司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碩

士論文。 

陳又慈 (2001)，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營運與績效之分析，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陳若暉、林任達 (2005)，「台灣高科技及非高科技企業跨國購併對財務績效影響之

研究」，中原學報，第 33卷第 2期，133-148。 

陳若暉、蔡靜宜 (2002)，「商業銀行合併信用合作社之績效改善分析」，產業管理

學報，第 3卷第 1期，13-30。 

陳若暉、陳又慈 (2004)，「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營運之研究─以採用期間模型為

證」，產業管理學報，第 5卷第 1期，91-116。 

陳若暉、王信惠 (2004)，「金控公司與金融機構公司初次公開發行股價報酬之比



12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較」，臺灣銀行季刊，第 55卷第 4期，48-65。 

陳淑華 (2001)，銀行業策略與績效評估之探討─以平衡計分卡觀點分析，淡江大學

會計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景星 (2002)，銀行購併與財務績效關係之研究，義守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陳錦村、陳玉華 (2004)，「金融控股公司的轉投資行為、治理機制能否有效提昇經

營績效」，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 5期，55-77。 

陳巍文 (2001)，以財務性和非財務性資訊建立上市公司失敗預測模式，大同大學事

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信智、陶幼慧、洪建志 (2004)，「銀行證券業顧客管理系統建置之影響因素與績

效」，台灣銀行季刊，第 56卷第 3期，1-19。 

單約文 (1995)，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方向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張惟明 (1997)，運用會計資訊於財務危機預測模型之研究：比較二元與多元邏輯斯

模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曉堤 (2002)，證券商型態、購併方式與購併後財務績效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美玲 (2001)，由財務績效面探討本國銀行優質合併之研究，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黃明祥、許光華、溫健志 (2004)，「以存活分析法建立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管理機制

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第 55卷第 4期，66-92。 

楊忠城 (1996)，存款保險制度下道德危機與逆向選擇問題：臺灣地區信用合作社實

證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鈺城、謝永清、張靜怡、黃璟莉 (2005)，「異業整合績效比較之研究:以國泰金

控、台新金控、復華金控為例」，貨幣市場，第 9卷第 3期，17-42。 

趙慕芬 (2002)，「綜合銀行與金融控股公司之源起與比較」，產業金融季刊，第

115期，16-31。 

趙永祥、凌邦文 (2005)，「提升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競爭力之研究」，建華金融季

刊，第 29期，117-154。 



 金控公司自我擴張型合併之研究：期間模型實證分析 123 

 

廖振盛 (2004)，「銀行購併行為與經濟效率分析─兼論購併對象差異的影響」，台

灣銀行季刊，第 55卷第 4期，1-25。 

蔡雅蘭 (1997)，基層金融機構擠兌現象之研究─存活時間模型之應用，國立政治大

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啟群、陳維慈、林純央 (2005)，「臺灣金融控股公司換股比率決定因素之研

究」，會計評論，第 41期，1-32。 

蘇登雄 (2001)，台灣地區金融機構合併綜效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龔昶元、林永吉 (2004)，「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績效關聯因素之研究─灰關聯分析之

應用」，臺灣銀行季刊，第 55期，1-25。 

外文部分 

Berger, A. N. and T. H., Hannan (1989), “The Price-Concentration Relationship in 

Bank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 291-299. 

Berger, Allen N., Rebecca S., Demsetz, and Philip E., Strahan (1999),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2-4), 135-194. 

Cole, Rebel A. and Gunthe, Jeffery W. (1995), “Seperating the Likelihood and Timing of 

Bank Fail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 1073-1089. 

Greene, William H. (2000), “Econometric Analysis,” 4ed, Prentice Hall, Inc. New Jersey, 

USA. 

Hill, C. and S., Snell (1989), “Effects on Ownership and Control on Corporate 

Produc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 25-46. 

Lane, W. R., S. W., Looney and J.W., Wansley (1986),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to Bank Failure,” Th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0(4), 511-531. 

Lee, S.H. and J.L. Urrutia (1996),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Insolvency in the Property-

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A Comparison of Logit and Hazard Models,” The Journal 



12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of Risk and Insurance, 3, 121-130. 

Oswald, S. L. and J., Jahera Jr. (1991), “The Influence of Ownership 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4), 321-326. 

Roll, Richard (1986), “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59(2), 197-216. 

Sirower, Mark L. (1999), “The Synergy Trap: How Companies Lose the Acquisition 

Ga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1), 85-86. 

Waldman, D. E. and E. J., Jensen (2001), “Industrial Organizaiton: Theory & Practic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ress, 2nd. 

Wheelock, David C. and Wilson, Paul W. (2001), “New Evidence on Returns to Scale and 

Product Mix among US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7(3), 

653-674. 



 金控公司自我擴張型合併之研究：期間模型實證分析 125 

 

附  錄 

根據林祖嘉（1991）、李紀珠（1993）和 Greene（2000），可將各分配之機率

密度函數 f(t)、期間函數 D(t)及轉換率 λ(t)，表示如下： 

一、Exponential 分配 

假設 λ(t) 與時間 (t) 無關，即時間相依性 dλ(t)/dt = 0，代表金融機構的轉換率與

時間無絕對關係，此時隨機變數 T呈 Exponential分配，說明如下： 

( ) tf t e λλ −= ， (5) 

( ) tD t e λ−= ， (6) 

( ) ( ) / ( )t f t D tλ λ= = 。 (7) 

其中，參數 0λ > 。 

二、Weibull 分配 

當金融機構之合併狀態轉換率與時間可能具有相關，則待合併期間變數 T 呈一

般化的Weibull分配如下： 

1( ) ( ) exp[ ( ) ]f t t tα αλα λ λ−= − ， (8) 

( ) exp[ ( ) ]D t t αλ= − ， (9) 

1( ) ( )t t αλ λα λ −= 。 (10) 

其 α 參數與 σ 規模參數（scale parameter），具有 α = σ − 
1
的關係。且由(10)式得

知，規模參數 σ與轉換函數 λ(t) 之時間相依性，其關係如下： 

( )
0

d t

dt

λ ≥ ，當 1α ≥ 或 1σ ≤ 時， 

( )
0

d t

dt

λ < ，當 1<α 或 1σ > 時。 

若規模參數 σ 不大於 1 時，則合併狀態之轉換率將隨時間 t 增加而上升，即轉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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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正時間相依性。反之，若 σ 大於 1 的情況下，則轉換率將隨時間越久而越低，表

示轉換率呈現負時間相依性。而當 σ = 1時，金融機構之合併狀態轉換率與時間 t長

短無關，即時間相依性不存在。 

三、Log-normal 分配 

Log-normal分配相關函數可表達如下： 

1 2 2
12

(log )
( ) (2 ) exp[ ]

2

t
f t t

α λπ α
− − −= ， (11) 

( ) 1 ( log )D t tφ α λ= − ， (12) 

( ) ( ) / ( )t f t D tλ = 。 (13) 

其中，

2

2( ) ( ) / 2
w

ww u du eφ φ π
−

−∞= ∫ = 。 

在 Log-normal 中，任何特定參數 α 前提下，其合併狀態轉換率會隨 t 加長呈現先遞

增後遞減之現象。 

四、Log-logistic 分配 

期間模型中亦可使用非單調函數：Log-logistic分配，其公式如下: 

1 2( ) ( ) [1 ( ) ]f t t tα αλα λ λ− −= + ， (14) 

1
( )

1 ( )
D t

t αλ
=

+
， (15) 

1( )
( )

1 ( )

t
t

t

α

α
λα λλ

λ

−

=
+

。 (16) 

當參數 α 小於 1 時，其轉換率隨時間 t 加長先遞增後遞減之非單調函數，會呈現倒

U型之圖形。當 α大於 1時，表示轉換率會隨時間 t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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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Merge for Self-aggrandizement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Empirical Analysis for Duration Model 

Chen, Jo-Hui and Wang, Hsin-Hui* 

Abstract 

From the sample of merg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FHC), this paper used the dur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spell lengths of hazard rate. We 

examined the factors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spell lengths and investigated the events of 

self-aggrandizement merge. The rapidly growing events in the initial duration period of 

FHCs’ merges were consistent with self-aggrandizement merge. We found that the FHCs 

tended to attract new depositors and maintained good quality services for their clients, 

when they had lower debt-asset ratios, smaller ownerships for th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nd higher total asset turnover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to obtain good 

performances, the FHCs may merg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enhance cross-selling 

maneuver, so that the spell lengths were short for the FHCs. It also shows that with lesser 

branches, lower total asset turnovers and smaller ownerships for th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ught to merge with well-performed firms eagerly to 

increase marketing channels and profitability, especially for avoiding “marginalization”. 

Th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y reduce the spell lengths to merge. 

Key word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Duration Model, Self-aggrandizement 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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