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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集團之意義與相似概念 
 

本文以「金融集團」之監理為研究範圍。但如不先對於「金融集團」此一用語加以

界定，則勢必無法論述其後相關監理之議題與機制。因此，本章一開始擬就金融集團

之定義和內涵為一描述，使「金融集團」此一不明確的概念可獲致一清楚的輪廓。其

次，確定金融集團此一概念後，將接著說明其和金融控股公司以及綜合銀行等相似概

念之異同之處，以及其兩者之間的關係。本文嘗試對此為一分析與比較，俾使金融集

團此一概念能夠更為突顯而不致於和其他概念相混淆。最後，儘管在用詞上、或是在

不同脈絡下，因目的之不同而有些許不同之具體規定，但實質上，關於金融集團的定

義，仍有相當程度的雷同，因此本章最後歸納金融集團的法律特徵以代小結。 

 

第一節    金融集團之界定 

    金融集團的出現是金融業務綜合化以及一體化的產物，屬於金融創新的範疇。金融集

團一方面意味著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綜效（Synergy）的達成以及營運成本的降低，然而，

另一方面它也對傳統的金融監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明確地、綜合性地界定金融集團，

從而將其和其他集團區別開來，是確定對金融集團監理的起點。 

 
第一項    金融集團之概念 

    所謂“Conglomerate”，依 Black’s Law Dictionary 之定義，乃指「 一個企業組織體由不

同性質產業的公司所組成1。」在大多數國家，企業集團抑或金融集團往往僅是學術上的概

念，而非法律上正式的用語，法律上出現的，多半是母子公司、關係企業等。只要符合了

法律所規定的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就會被認為是企業集團2。而在金融行業，尤其是異種

金融行業間因之組織上結合形成之團體，一般則稱之為「金融集團」（Financial Con-

                                                 
1 原文為“A corporation that owns unrelated enterprises in a wide variety of industries.”參見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7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9, p297. 
2 王長斌，企業集團法律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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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merate）3。雖然「集團」這個詞最初是指不同性質的企業所組成，但是，就金融機構而

言，它們的核心業務之間卻存在著某種互補性4。儘管如此，國際上監理官組織或學術界所

廣泛使用 Financial Conglomerate 一詞指稱金融集團卻是不爭的事實，以下即針對國際性監

理官之報告為進一步的闡述。 

 

第二項    國際性監理官組織之報告 

 OECD 於 1993 年所出版的刊物「Financial Conglomerates」中，僅對於金融集團如何

產生、形式、及所可能產生的風險為一概略的描述，但並未對金融集團此一概念作一明確

的界定5。直到國際性監理官組織如：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國際證券監理官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察覺金融行業組織結合的趨勢，針對此一議題所發佈相關之報告，對於金融集團始有較明

確的定義。 

 
  在 1995 年三方監理官所發布之報告中，其定義金融集團為：「處於共同控制權下公

司之團體，其主要之營業項目為提供銀行、保險及證券三者任兩種以上之商品或服務。而

該團體由於合併多種營業單位，導致其往往超越單一金融監理機關乃至單一國家金融監理

機關之審慎監理範圍6。」而在 1999 年 2 月，Basle Committee、IOSCO 及 IAIS 共同組成的

金融集團聯合論壇（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所發佈的《金融集團之監理》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最終報告中，也延續了之前對於金融集團的定義。

依最終報告中的定義，所謂「異質的金融集團」（heterogeneous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3 張冠群，論保險業與其他金融行業組織上結合之監理，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89 年 6 月，頁 5。 
4 詳細請見 Jordis Canals, Universal Banking :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xford, 
1997, Clarendon Press. 
5 Kazuhiko Koguchi, Financial Conglomeration, 1993, OECD. 
6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July 1995, A Report by Tripartite Group,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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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其主要業務係金融業務，且其受監理的法律機構至少從事銀行、證券及保險兩種

業務以上，且未受到相同資本適足性規範的集團7。」 

 
 而在 1999 年荷蘭央行（信用機構之監理機關）及保險監理機關之協定8中亦對金融集

團有如此的定義：「集團含有一家或一家以上之信用機構及一家或一家以上之保險公司，

且信用機構及保險公司業務占集團業務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為金融集團9。」而位於鹿特丹

的金融集團競爭力研究中心對金融集團亦有著如下的定義：「首先，它是一個企業集團；

其次，這些企業集團是由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所組成，這些金融機構的差別通常與他們的

監理規範有關，監理規範的差異使得這些金融機構在各自的核心業務方面存在著根本的不

同
10
。」由上述的定義可以發現，基本上仍不脫國際監理官組織相關報告對於金融集團之定

義。 

 

第三項   歐盟之指令 

    放眼世界，歐盟對金融跨業的監理是很有特色的。就歐盟對於金融集團的監理而言，

其措施是由歐盟理事會通過一系列指令，對跨越不同會員國地域、不同金融業務種類的金

融集團進行了規範，並適時進行修改和補充，確定各會員國應遵循的最低標準，並要求各

會員國制定相應的國內法來執行。另外透過會員國“相互承認11”（Mutual Recognition）

的方式來協調各會員國的金融法律以實現對金融集團監理的一體化和調和化

（harmonization）。 

                                                 
7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jointly released by Basle, 
IOSCO & IAIS, February 1999, p7. 
8 “Agreements between De Nederlandsche Bank and the Verzekeringskamer on supervision,” Credit System  
Supervision Manual (De Nederlandsche Bank), October 1999, Section 3208, available at 
http://www.dnb.nl/dnb/bin/doc/Handboek%20Wtk%20Engels%202005_tcm13-54659.pdf, last visited: 2005/5/3. 
9 桂先農，金融集團監理之比較研究，臺北，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委員會金融研究小組，民國90年，頁

106。原文為：a financial conglomerate is understood to be a conglomerate combining at least one  Dutch-based 
credit institution and at least one Dutch-based insurance company, a considerable share of whos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tivities consist, in the opinion of the Bank and the Board, of banking and insurance operations.  
That is the case if, in terms of the 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total, the combined banking and insuranc
e operations make up 50% or more of the total activities of the conglomerate concerned. 
10 桂荷發，金融集團的發展與監管，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年，頁 1。 
11 詳細請見 Der-Chin, Horng,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The EU's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World Competition 22(2), June 1999, pp13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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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12 月 16 日，歐洲議會及歐盟通過了《對金融集團中的信用機構、保險業及投

資公司之補充性監理指令及修訂其他相關指令12》（以下簡稱為《金融集團指令》），從

而完善了歐盟對異質金融集團的監理，克服了歐盟對金融集團監理立法的重覆及衝突現

象，並在一定程度上將異質與同質的金融集團納入歐盟金融監理的範疇，同時亦克服了以

前歐盟對金融集團的監理僅侷限於同質金融集團的現象。此外，該指令在一定層面上也反

映了歐盟的金融監理順應了國際金融監理的新趨勢，即從分業監理邁向跨業監理、從機構

監理邁向功能性監理13。鑒於以上之原因，研究歐盟對於金融集團的監理不但具有理論意

義，而且在金融業務日益綜合化、跨業愈趨明顯的今天，尤其具有實踐的意義。 

 

   第一款  分業監理及跨業監理 

    在《金融集團指令》被通過前，歐盟對於金融機構監理的法律架構是不完全的，因

為它只包括所謂的分業監理（或可稱之為行業監理，sectoral supervision）。也就是說，對

於機構的監理只在金融業的一個特殊行業之內。儘管歐盟立法已經對信用機構、證券公

司14以及保險公司的謹慎監理規定了內容廣泛的規則，但是傳統上這些法規對於不同的

金融行業採取了不同的管制方法。例如：銀行監理機關認為銀行的資產面是其風險的主

要來源15；保險監理機關主要關注的是保險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負債，因為負債是保險

公司風險的主要來源16；而證券監理機關要求證券機構必須具備充足的流動性以及清償

能力的維持機制17。當金融集團的業務橫跨不同的金融市場時，潛在的監理問題即顯露

出來。 

                                                 
12 Directive 2002/87/EC on th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insurance undertakings and in-
vestment firms in a financial conglomerate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s 73/239/EEC, 79/267/EEC, 
92/49/EEC, 92/96/EEC, 93/6/EEC and 93/22/EEC, and Directives 98/78/EC and 2000/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hereinafter th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lso calls th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 Directive or the Financial Groups Directive. 
13 李仁真，歐盟銀行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218。 
14 證券公司在歐盟稱為投資公司(investment firm)。 
15 The Joint Forum, Core Principles: Cross-Sectoral Comparison, Basel, November 2001, p9. 
16 Ibid., p10. 
17 IOSCO,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s for Securities Firms,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 of IOSCO, Oc-
tober 1989,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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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歐體於1992年生效的《對信用機構合併監理指令18》要求對於信用機構19（credit 

institution）的合併監理20（consolidated supervision），但這只適用於： 

（1） 擁有另一個信用機構或金融機構21（financial institution）作為子公司或在這些

機構中擁有股權的信用機構 

 （2）其母公司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信用機構。 

 （3）混合業務控股公司（mixed-activity holding company），其非信用機構亦非金融

控股公司，但其子公司至少一家為信用機構者。 

 （4） 銀行週邊服務（ancillary banking service）之企業，其主要業務為持有或經營 

            銀行之資產與管理資料服務等附屬信用機構業務之項目者22。 

 

   《資本適足性指令》進一步擴大合併監理的範圍到包含投資公司的企業集團23。除

了在信用機構和投資公司的情況下，對於金融集團（包含不同金融產業的機構）的跨業

監理（cross-sectoral）僅存在非常有限的程度24。下圖二之ㄧ即說明了歐盟在《金融集

                                                 
18 Council Directive 92/30/EEC on the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on a consolidated basis, now have been 
codified in Directive 2000/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rch 2000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hereinafter Banking Directive]。要說明的是，《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設立及其業務經營指令》只是將2000年以前歐體通過包括第二號銀行指令在內的七部指令

﹝包括：Council Directive 73/183/EEC、 Council Directive 77/780/EEC (First Banking Co-ordination Direc-
tive)、Council Directive 89/299/EEC (Own Funds)、Council Directive 89/646/EEC (Second Banking 
Co-ordination Directive)、Council Directive 89/647/EEC (Solvency Ratio)、Council Directive 92/30/EEC 
(Consolidated Supervision)、Council Directive 92/121/EEC (Large Exposures)﹞合併在一起，在內容上並未作

出新的規定，隨著它的施行，被合併的七部指令也被廢止。 
19 Banking Directive, Art. 1(1).“信用機構＂是指一公司，其業務是從大眾吸收存款或其他可償還資金並以

其名義授信的公司。 
20 詳細內容請見，洪德欽，歐洲聯盟銀行體系之研究，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4 期，民國 90 年 12 月，頁

836-838。  
21 Banking Directive, Art. 1(5).“金融機構＂是指除信用機構以外的企業，其主要經營活動是獲得股權或是

從事附錄1中2至12項所列經營活動。事實上特意排除的第1項業務正是作為信用機構最主要特徵的業務－

吸收存款和其他可償還資金。 
22 陳昭如、李懿哲、張美玲、陳品秋，金融集團監理重要議題之比較研究，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委員

會金融研究小組，民國 93 年 11 月，頁 102-103。 
23 Directive 93/6/EEC of 15 March 1993 on the capital adequacy of investment firms and credit institutions 
[hereinafter Capital Adequacy Directive], Art. 7(2) & (3). 
24 例如：Banking Directive, Arts 55(2) and 56(4), Capital Adequacy Directive, Art.7(3), and Directive 98/78/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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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指令》制定前不受集團範圍內監理的異質金融集團的立法架構。 

 

    下圖說明了在歐盟層面上有必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來對金融集團進行監理，因為目

前的歐盟審慎監理架構表明了對集團進行監理存在著重大的漏洞。主要表現在： 

（1） 既存的指令並沒有包括對某些類型的金融企業集團的監理； 

（2） 一些在分業監理指令受到管制，旨在監理銀行集團、投資公司集團及保險集

團的重大審慎性問題，在混合型或異質金融集團中並沒有受到相當的管制。

（詳見圖二之二）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October 1998 on th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 of insurance 
undertakings in an insurance group, [hereinafter Insurance Groups Directive], Art.(7)2 在特定情形，要求不同

行業間不同的監理主管機關相互合作以及交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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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一：行業監理指令的監理範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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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方塊代表母公司，圓圈代表了被持有股份的子公司與其他機構 

（1）或任何其他相關機構，在除了母公司外的不同金融行業內營運 

 

 

 

                                                 
25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n EU Directive on 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Consultation Document, December 2000, p8,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internal_market/financial-conglomerates/docs/consult_en.pdf, last visited: 2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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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二： 

在行業監理指令下逃避集團範圍管制和監理的集團的例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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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方塊代表母公司，圓圈代表了被持有股份的子公司與其他機構 

（1）指行業監理指令僅規定了某些監理措施（主要是資訊分享與監理合作） 

 

 

 

    鑒於上述現象，有必要引進對異質金融集團確定的審慎性立法，以儘可能地使同

質性與異質性的金融集團的監理和諧化，從而保障歐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以及提高

歐盟對金融監理法的確定性與一致性。一般而論，《金融集團指令》改變了這個情況。

既然對於包括信用機構和投資公司集團的跨業監理已經存在了，金融集團指令在實效

上僅把保險公司納入跨業監理的系統27。 

                                                 
26 資料來源：Ibid., p9. 
27 參見 Michael Gruson,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Issue 10, 2004, 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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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之一：金融部門機構29 

     

    上表二之ㄧ匯整了金融部門內所包括的各種機構（entities）。所謂「受監理機構」

（regulated entity），其定義為信用機構、保險公司或投資公司30。《金融集團指令》中亦

要求將資產管理公司納入行業及補充監理31，如果資產管理公司屬於金融集團的一部分則

必須被視為受監理機構32。受監理機構的定義本身並不要求被監理的機構位於歐盟，因此

還包括在其中任何一個行業指令下33經授權（authorized）的非歐盟機構，如果他們位於歐

                                                 
28  混合金融控股公司（mixed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是指一性質為未受監理機構的母公司，和其子

公司（子公司中至少有一個是總部設在歐體內的受監理機構）及其他機構，所共同構成的金融集團, Se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2(15)。 
29 資料來源，同前註，p366。  
30 Se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2(4)。由此可知，金融部門機構的範圍要比受監理機構廣。受

監理機構僅指信用機構、保險公司或投資公司；而金融部門機構則包括受監理機構、金融機構、再保險公

司、保險控股公司、混合金融控股公司。 
31 Ibid., Art. 30, first and second paragraphs. 
32 Ibid., Art. 30, third subparagraph. 
33 Art. 6 of the First Council Directive 73/239/EEC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direct insurance other than life assurance [here-
inafter First Non-Life Insurance Directive]; Art. 4 of the Directive 2002/8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life assurance [hereinafter First Life Insurance Directive]; Art. 3(1) of the Council Direc-
tive 93/22/EEC on investment services in the securities field [hereinafter Investment Services Directive]; Art. 5(1) 
of the Directive 2004/3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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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話。但是，唯有根據其中任何一個行業指令取得了授權的受監理機構，才會受到依據

金融集團指令意義下的補充監理34。而上述的授權必須是只有位於歐盟的公司才可能取

得。因此，補充監理僅適用於設立於歐盟或經歐盟授權的受監理機構，而排除了其母公司

是在歐盟之外的國家卻受歐盟監理的機構35。 

 

    第二款   金融集團指令下之定義 

    《金融集團指令》適用於在個別行業指令下取得授權的歐盟受監理機構，包括信

用機構、保險公司及投資公司。如果上述的機構屬於金融集團（financial conglomerate）

之一部份，則必須受到補充（supplementary）謹慎監理36。為了要決定受監理機構是否

需要受到補充監理，有兩個前提要先回答：第一，該受監理機構是否是企業集團（group）

的一部份；第二，該企業集團是否滿足指令對於金融集團的要求。以下即分述之。 

 

     第一目   企業集團的定義 

     金融集團是指滿足指令規定條件下的企業集團。由於金融集團的在概念上屬於企業

集團的下位概念，因此在對構成金融集團的條件進行討論之前，有必要先確定指令對

於企業集團的定義。根據《金融集團指令》第 2（12）條規定：「企業集團是由母公司、

子公司、母公司或其子公司持有股權的機構、和彼此之間具有某種法定聯繫的企業所

構成37。」以下即針對該定義逐一分析其要素。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s 85/611/EEC and 93/6/EEC and Directive 2000/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pealing Council Directive 93/22/EEC [hereinaft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Markets Direc-
tive]; Banking Directive, Art. 4. 
34 Se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s 1 & 5(1). 
35 Michael Gruson, supra note, p366. 
36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1. 
37 Ibid., Art. 2(12),原文為“a group of undertakings, which consists of a parent undertaking, its subsidiaries and 
the entities in which the parent undertaking or its subsidiaries hold a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undertakings linked 
to each other by a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2(1) of Directive 83/349/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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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母公司（parent undertaking）和子公司（subsidiary undertaking）分別在金融集

團指令第 2（9）和（10）條中有定義。「母公司」是指根據《歐體理事會 83/349/EEC

第 7 號指令38》第一條定義的母公司以及由監理機關看來對另一家公司具實質重大影響

力的任何企業39。而「子公司」則是指 83/349/EEC 指令第一條定義的子公司以及由監

理機關看來母公司對其具實質重大影響力的任何企業。所有子公司的子公司（即孫公

司）也應被視為其母公司的子公司40。 

        

    其實 83/349/EEC 的指令乃專就集團企業合併財務報表為規定，第一條即規定會員

國應要求一個該國家法律成立之企業，於有下列情形時，為合併報表及合併年報報告

之編制： 

（a） 擁有另一企業（子公司）多數（majority）表決權之股份； 

（b） 有權任免另一企業（子公司）多數之經營、管理及監察機關成員，且為股東

者； 

（c）  對另一企業具實質重大影響力者； 

（d）  為另一企業之股東，且由於其持有股份表決權之行使，得為公司多數經營、

管理及監察機關成員之指派，或依與其他企業（子公司）其他股東之協議據

多數表決權，而獲得公司控制權者。其中（d）項規定於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百分之二十的情況，始有適用41。 

 

 

 

                                                 
38 Seventh Council Directive 83/349/EEC of 13 June 1983 based on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on consoli-
dated accounts [hereinafter Consolidated Accounts Directive]. 
39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2(9). 
40 Ibid., Art. 2(10). 
41 Consolidated Accounts Directive, Art. 1. 



 18

     這裡「持有股權」（participation）是指 

（1）《歐體理事會 78/660/EEC 第 4 號指令42》第十七條所定義的在其他企業擁有股

權，無論是否以證書表示，從而透過與其他企業建立穩定的聯繫，為企業的

活動提供資助43；或者 

（2） 直接或非直接擁有一個企業 20%或以上的表決權或資本44。 

 

 這裡「法定聯繫」則是指 83/349/EEC 指令第 12（1）條所規定的聯繫，即 

（a）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按照契約或公司章程受到統一管理的；或者 

（b）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的經營、管理或監督機構大部分由相同的人組成45。 

 

  第二目   金融集團的定義 

《金融集團指令》第2（14）條進而又規定企業集團成為金融集團必須滿足的條件，

包括46： 

（a） 受監理機構必須處於該企業集團的主導地位，或者該企業集團的子公司中至

少有一個是受監理機構； 

（b） 如果受監理機構處於該企業集團的主導地位，則其如不是金融部門機構的母

公司、在金融部門機構中持有股權的機構，就是與金融部門機構有前述提到

的某種法定聯繫的機構； 

 

                                                 
42 Fourth Council Directive 78/660/EEC of 25 July 1978 based on Art. 54(3)(g) of the Treaty on the annual ac-
counts of certain types of companies [hereinafter Annual Accounts Directive]. 
43 Ibid., Art. 17. 
44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2(11). 
45 Consolidated Accounts Directive, Art. 12(1). 
46 Se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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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沒有受監理機構處於企業集團的主導地位，而該企業集團的活動主要

（mainly）發生在金融部門（financial sector）； 

（d） 企業集團中至少有一個機構屬於保險業，另一個機構屬於銀行業或投資服務

業47； 

（e） 企業集團在保險業的機構的合併報表（consolidated）和/或合併（aggregated）

業務，和在銀行業和投資服務業的機構的合併報表和/或合併業務兩者必須都

具有重要影響（significant），這個條件可稱為“跨部門”（cross-sectoral）標

準。 

 

上述關於金融集團的條件表示，如果一個企業集團中受監理機構處於主導地位，

並且符合上述（d）至（e）的條件的，它就是一個金融集團。當企業集團沒有受監理

機構處於主導地位時，只有符合該企業集團的活動主要發生在金融部門的標準，才能

被認為是金融集團48。金融集團中金融部門的確定對於監理實質性的金融集團是重要

的，因為很可能某些集團儘管也涉足金融業，但是其金融業務在整個集團中所占的比

率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將此類的集團亦納入金融集團監理的範疇勢必將會增加監理成

本、降低監理效率。因此，應該將實質性的金融集團從附帶有相對較小比例金融活動

的企業集團區分出來49。《金融集團指令》對於何謂“主要”（mainly）作了數量上的界

定，即企業集團中受監理機構和未受監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總和與整個企業集團的

資產負債表總和之比必須超過 40%50。如果低於 40%，就會被認為是非金融集團。 

 
 

    無論受監理機構是否處於企業集團的主導地位，企業集團要成爲金融集團還必須

滿足“跨部門”標準，即在保險業和銀行業（包括投資服務業）兩者必須具有重要影

                                                 
47 在歐盟銀行法中，銀行業和投資服務業被認為是同一個金融部門。 
48 在美國，金融集團由非受監理機構占主導地位是不可想像的，即使該集團主要從事金融業務。援引自

周仲飛、鄭暉，銀行法原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257。 
49 李仁真，前揭註，頁 221-222。 
50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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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業務。根據指令的界定，所謂“重要影響”是指對於每個金融部門而言，該金融

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總和與企業集團中所有金融部門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總和的平均比

率，以及該金融部門的清償能力要求（solvency requirements）與企業集團中所有金融

部門機構的清償能力要求的平均比率應該超過 10%51。 

 
 
    這條標準是為了區分同質性金融集團和異質性金融集團，《金融集團指令》可適用

於後者，而前者則可以適用現行的行業指令。這個固定標準的確定，無疑是金融集團

監理實踐中的一大突破與飛越，因為同質性的金融集團並非金融業務綜合化下真正意

義下的金融集團，它並不會導致金融監理法規的巨幅改變，它所依據的監理原理和規

則依然是按照行業監理的。真正金融集團指的應該是異質性的金融集團，綜合化的業

務勢必要求監理官須突破傳統上依行業監理的理念。比較之前聯合論壇對於金融集團

的定義，對於金融集團的界定，仍然停留在金融業務跨業經營的概括式性質描述，缺

乏明確的質量判斷標準，更可以印證上述的觀點。 

 

    除了上述跨部門業務超過 10%的標準外，指令又規定了另一個標準來認定企業集

團具有重要影響的跨部門業務，即－企業集團中最小的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總和超

過了 60 億歐元52。但是，這個標準的效力要低於跨部門業務超過 10%的標準，因爲如

果一個企業集團即使符合了 60 億歐元的標準，但沒有達到 10%標準，主管監理機關

（competent authorities）認為把該企業集團納入指令管轄範圍內或者適用其中的一些規

定是沒有必要的，或者對於補充監理的目的可能是不恰當或有誤導性的，它們可以通

過共同的協議決定該企業集團不是金融集團，或不必適用指令規定的有關金融集團的

監理措施。主管機關在作出決定時，應該考慮下列因素： 

（a） 按“跨部門”標準計算，最小金融部門的相對規模未超過 5%； 

（b） 按於銀行業或投資服務業的資產負債表總和計算，和按於保險業的保險費總  

                                                 
51 Ibid., Art. 3(2). 
52 Ibid., Ar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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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計算，市場占有率（market share）未超過 5%53。 

 

    在適用“金融部門”標準和“跨部門”標準時，《金融集團指令》賦予了主管機關

在例外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共同的協定用所得結構（income structure）和資產負債表外業

務（off-balance-sheet）這兩個參數（parameters）取代或增加到資產負債表總量這個參

數－如果主管機關認為這些參數對於指令所規定的補充監理特別具有相關性54。 

 

 可能發生的一種情況是符合“金融部門”標準和“跨部門”標準的金融集團，但是

之後卻不再符合相關的標準。對此，指令規定如果已經受到補充監理的金融集團其金

融部門的業務量和跨部門業務量分別下降至 40%和 10%以下，可以在隨後的三年內對

其分別適用 35%和 8%的標準，以避免集團體制的突然轉變。同樣，如果企業集團最小

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總和下降至 60 億歐元以下，爲避免集團體制的突然轉變，在隨

後的三年內可以適用 50 億歐元的標準。在這三年的過渡期中，金融集團的協調機構

（coordinator）（關於指令對協調機構的規定，詳見下文）在取得其他主管機關同意的

前提下，決定停止適用上述低於標準的比率或數額55。 

  

 下圖二之三即判斷一企業集團是否為金融集團的流程。 

 

 

 

 

 

 

 

                                                 
53 Ibid., Art. 3(3)(a)and (b). 
54 Ibid., Art. 3(5). 
55 Ibid., Ar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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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三：金融集團的認定56：  

 

 

 

 

 

 

 

  

 

 

 

 

 

 

 

 

 

 

 

 

 

 

 

 

 

 

 

 

 

 

                                                 
56 資料來源，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inancial Group(Consultation Paper 204) ”, October 2003, p.13, 
http://www.fsa.gov.uk/pubs/cp/cp204.pdf, last visited: 2005/5/3. 

在企業集團中至少有一個保險
公司和至少有一個銀行或投資
服務公司嗎？ 
 
《金融集團指令》 
第 2(14)(d)條 

在企業集團中歐盟的受監理機
構是處於主導地位嗎？ 
 
《金融集團指令》 
第 2(14)(a)條 
 

受監理機構滿足指令關於金

融集團條件中的(b)條件嗎? 
 

指令第 2(14) (a)條 

跨部門標準： 
 
某個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總和與所
有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總和的平均
比率，以及該金融部門的清償能力要
求與企業集團中所有金融部門機構的
清償能力的平均比率超過 10%嗎？ 
 
《金融集團指令》 
第 2(14)(e)，第 3(2)條 
 

是 

否

在企業集團中至少有一個子公
司是歐盟的受監理機構嗎？ 
 
《金融集團指令》 
第 2(14)(a)條 

金融部門標準： 
 
企業集團的成員在所有金融部門中
的資產負債表總和與整個企業集團
的資產負債表總和之比超過 40%
嗎？ 

《金融集團指令》 
第 2(14)(c)條，第 3(1)條 

60 億歐元標準： 
 
企業集團中最小金融部門的資產負
債表總和超過 60 億歐元嗎？ 
 
 
《金融集團指令》第 3(3)條 

金融集團 非金融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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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目   金融集團的確定 

 《金融集團指令》並未課予金融集團有向監理機關報告或是提出它們是金融集團事

實的責任，反而是主管機關必須自己作出判斷57。符合條件的企業集團是否是金融集團

需要主管機關的確認（identification），確認的目的是在於把企業集團納入到《金融集團

指令》管轄的範圍內。《金融集團指令》賦予向受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主管機關有權認

定一家企業集團是否是金融集團。但是，除非是像英國那樣實施單一監理機構的國家，

否則向受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職能往往分屬於不同的監理當局58。所以，指令要求向受

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主管機關在必要時緊密合作；如果主管機關認爲它所授權的某個

被監理機構是企業集團的成員，而該企業集團可能是金融集團，但尚未被確認，該主

管機關應該將它的看法告知其他主管機關59。但是，指令並沒有明確規定確認金融集團

的主管機關，立法對確認職責規定的缺失有可能導致無人確認某些金融集團60。 

 

 一旦企業集團被確認爲金融集團，協調機構就應該通知在企業集團處於主導地位

的母公司，如果沒有母公司，就應該通知在該企業集團的最重要的金融部門具有最大

資產負債表總和的受監理機構，並告知它們誰是協調機構。協調機構也應該將其被任

命爲協調機構的情況告知向企業集團中受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主管機關、混合金融控

股公司總部所在的會員國的主管機關、以及歐盟委員會61。雖然金融集團指令賦予各會

員國及其監理機關在決定企業集團或是金融集團是否存在有著高度的裁量權，但在各

會員國間決定是否要受補充監理可能會導致極大的差異。這不僅可能產生法律上的不

確定性，以及導致競爭性的扭曲62。附表二之二即以英國 FSA 所設計的問卷表為例，來

                                                 
57 Michael Gruson, supra note, p370. 
58 有關英國單一監理機關之論述，詳細請見林蕙玲，論金融統合監理之架構，國立政治大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6 月，頁 43-65。 
59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4(1). 
60 周仲飛、鄭暉，前揭註，頁 258。 
61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4(2). 
62 Michael Gruson, supra note, p370。同此見解，見 FSA, supra note,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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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可能的企業集團是否為金融集團指令下所定義的金融集團63。 

 
    第三款   小結 

    從《金融集團指令》可以看出，歐盟確認一個集團是否是金融集團主要看集團內是否有

受監理機構，以及在金融部門的業務量，並且，金融集團的跨部門要求使其必須要有一家保

險企業。客觀而言，金融集團的出現意味著對於傳統依行業監理，不管在理論上與實踐上，

都是一大挑戰和突破。對於監理者而言，則是面臨一個原本既存的行業監理原則與新的跨業

監理原則如何調適與折衝的問題，對於歐盟金融集團指令監理的立法而言，更是如此。相較

於之前聯合論壇對金融集團的定義，更可顯見這是金融集團監理的一大突破，同時也顯示了

國際金融監理發展的新理念。 

 

 

 

 

 

 

 

 

 

 

                                                 
63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orm for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under the 
2002/87/EC Directive, 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What/International/pdf/questionnaire.pdf, last visited: 
20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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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其他相似概念之比較 

    國際金融演進到現在最大的變化，最明顯的趨勢即是在於各種金融業間的區隔以及差

異日漸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業間的跨業經營，朝向大型化和集團化來發展。而金融

業間進行跨業經營的模式選擇，大抵可分為母子公司（控制從屬公司）、相互投資公司、

德國及歐盟綜合銀行模式、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等四種方式64。前兩者之型態於我國公司法

關係企業章節有所規定65，概念上較不易和金融集團相混淆。本節為專注在金融集團此一

概念，和金融控股公司及綜合銀行等相似概念，為一分析和比較，俾使金融集團此一概念

不致於和其他概念相混淆。 

 
 

第一項    金融控股公司66 

以下分別就金融控股公司之定義、其經營模式的優缺點、以及和歐盟指令中金融集團

的概念之比較等三方面來對金融控股公司為一闡述，分述如下： 

 
第一款 定義 

    首先，我們要先弄清楚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團的區別。為方便起見，人們時常在論

述金融跨業型態時將金融控股公司也稱為金融集團，但這兩者概念依據具體情況可能會有

所不同。以金融控股公司爲首的集團應當是屬於金融集團中的一種，但是根據不同國家的

規定和習慣，對金融控股公司定義又會有所不同。而採取金融控股公司此種類型之國家，

則是以美國為典型。 

                                                 
64 王文宇，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台北，元照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147-153。然方式分類的

不限於上述四種（或一定要包括這四種），亦有學者將策略聯盟此一型態納入，見彭金隆，金融控股公司 : 
法制監理與經營策略，台北，智勝文化出版，2004 年 9 月，頁 8。 
65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規定控制公司和從屬公司的定義，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則是控制與從屬關

係之推定，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規定相互投資公司之定義。 
66 本來「金融控股公司」的定義應該是指該母公司而言，而不包括其旗下的子公司，本處為與金融集團

的概念相比較，所指的意思是金融控股公司本身以及旗下子公司，特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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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美國銀行體系跨業經營的發展，深深受到銀行經營的特質與國家金融發展的歷史背

景所影響，銀行控股公司的產生乃是規避金融管制下的產物，主要是為了解決銀行經營地

域與業務範圍的限制67。而透過銀行控股公司的方式，使得銀行可以實質跨州經營並從事

多樣化的業務，這樣的經營模式，也就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前身。 

 

    既然金融控股公司是從銀行控股公司所發展而來的一種公司形式，對於銀行控股公司

的認定要求在於「控制」（control）。依美國銀行控股公司法（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第二條（a）之規定：「銀行控股公司係指對任何銀行或依本法成立之銀行控股公司具有控

制權之公司68。」該條並且對「控制」的定義有專門的解釋。下列情況屬於一家公司控制

了銀行或公司：（1）該公司直接或間接，經由一人或多數人擁有（owns）、控制（controls）

或可行使一個銀行或公司具有表決權股份 25%或以上69者；或（2）該公司以任何方式控制

一個銀行或公司的大多數董事或受託人（Trustees）；或（3）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認定該

公司對一家銀行或公司的管理或決策具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力者70。 

 
    又美國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所通過之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簡稱GLB）中，銀行控股公司若符合特定資格，可以選擇登記為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從事更廣泛金融服務的提供。該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對舊有銀行控股

公司的金融業務活動予以擴張，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透過旗下的關係企業，從事金融本質活

動或其附屬業務或與金融具有互補性之業務，但不致於對存款機構之安全性與健全性產生

重大風險之金融業務71。 

                                                 
67 本文於此不擬對美國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的發展歷史為一介紹。詳細請見王文宇，我國銀行兼營證券業

務法制之研究，經社法制論叢，第 24 期，民國 88 年 7 月，頁 132-139；李桐豪，由美國金融服務業現代

化法看我國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 2 期第 2 輯，民國 90 年 6 月，頁 1-17；趙募芬，

綜合銀行與金融控股公司之緣起與比較，產業金融季刊，第 115 期，民國 91 年 6 月，頁 21-24。王文宇，

前揭書，頁 199-227。 
68 12 U.S.C. §1841(a)(1)，原文為 : “……‘bank holding company’means any company which has control 
over any bank or over any company that is or becomes a bank holding company by virtue of this act.” 
69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對於控制性持股的定義即參照此規定。 
70 12 U.S.C. §1841(a)(2) 
71 王文宇，前揭書，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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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構之下，是由金融控股公司分別投資不同的子公司，同時經營、證

券、保險等業務方式進行金融跨業經營。雖然各子公司間仍然維持獨立的法人身份，但各

子公司共同被控股母公司 100%持有或是實質控制，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性，在於被控

制的金融機構雖然具有獨立法人的外觀，但實質上卻有著部門化的本質72。 

 
我國亦於 2001 年 6 月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正式引進金融控股公司的機制，為金融服

務業跨業經營的型態提供另一更為完整的選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對於金融控股公司

的定義：「指對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本法設立之公司。」大抵

來說亦不脫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概念。 

 

第二款 優缺點 

      一、優點  

         一般而言，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進行跨業經營，有以下優點： 

（1） 在金控公司的指揮統合之下，可提供更全面性的金融服務，可達成規模經濟和

範疇經濟。 

（2） 金控公司可以將各子公司的資本，根據各產業發展的特性與前景，將多餘資本

投入於最有發展潛力或是最具投資效益的子公司上，促使金控公司資本利用的

效率化。 

（3） 推動共同行銷進行跨售，可以發揮地區互補性、業務互補性，以及服務項目互

補性之綜合經營效益。 

（4） 透過人員及部門作業之裁併、規模擴大後財務資金籌措成本降低，以及管理資

源充分利用等方式，降低經營成本73。 

                                                 
72 參考彭金隆，前揭書，頁 14。 
73 同前註，頁 18-19。 



 28

（5） 控股公司各子公司分別為責任獨立之人組織，為不同之法律主體，所以其中一

家子公司發生經營失敗或破產之情事，可避免株連其他正常營運之子公司74。 

（6） 風險之阻隔理論上是控股公司模式之ㄧ大效用。在控股公司之下，身為母公司

之控股公司，對事業子公司要負出資者之責任，其風險被限定於出資額之範圍

內75。 

 

   二、缺點 

金控公司雖有上述優點，但也有下述之缺點： 

（1） 各成員公司間由於內部交易行為密切，容易讓外界有彼此風險感染之虞。且 金

控公司各子公司間容易產生不當之內線交易，加上交易型態較為複雜，容易

造成金控公司整體資訊不透明之弊端。 

（2） 金控公司之共同行銷活動，容易濫用客戶之資訊與交易資料，危害消費者之

權益，也可能因為彼此間業務上的利害衝突，損及客戶之權益。 

（3） 金控公司涉及母子公司間的交易，因為業務更為複雜，監理機關必須擔負更

高的監督與管理成本76。 

（4） 事業支配力之集中。控股公司的特色之ㄧ，即是通過較少額之資本，確保對

巨大生產以及資本之支配力。控股公司是一種用來確保資本支配力之競爭手

段，以資本利相互競爭的方式來進行，可能形成不公平的競爭77。 

 

 

第三款 和歐盟金融集團定義的比較 

    金融控股公司可以看作是一種組織形式上意義，它追求的是一種結構上的專業化及效

率化，純粹控股公司要求最上層的控股公司只專注於投資和管理被投資事業，本身並未從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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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頁 158。 
75 王文宇，前揭書，頁 171。 
76 彭金隆，前揭書，頁 19。 
77 王文宇，前揭書，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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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何金融服務業務78。控股公司可以透過此一型態，在一定層次上形成若干平行的子公

司，子公司的法人格性質分割可以降低系統風險；而透過子公司間的合作又可實現金融控

股公司整體的跨業經營。在美國控股公司模式底下，該金控公司通常並不實際經營金融相

關業務，純粹以對子金融機構進行控股為主。但是美國金融控股公司對於具體組織的內容

並沒有嚴格的限制性要求，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子公司，可以是同一性質的若干金融機構，

也可以是跨越不同金融行業的金融機構，亦即金融控股公司集團可以是同質的，也可以是

異質的。歐盟對於金融集團的定義部分與此相仿，但是要比它詳細得多。 

 

    根據《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設立及其業務經營指令》的規定，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本身

必須是金融機構，其次其子公司全部或者主要是信用機構或金融機構，且其中至少有一個

是信用機構79。“金融機構” 在該指令中的定義是指，除信用機構以外的企業，其主要經

營活動是獲得股權或從事該指令附錄一中第 2 至 12 項所列的經營活動80。事實上立法者刻

意排除的第 1 項業務正是作為信用機構最主要特徵的業務—“接受存款和其他可償還資

金”。 因此，當依歐盟定義的金融控股公司只從事獲得股權活動時，它和美國金融控股公

司相同，亦即純粹金融控股公司；而當它依後者從事其他業務時，它有可能是除了銀行的

任何其他機構，包括投資公司、保險公司等，此時的金融控股公司是營業型金融控股公司。

由此可以看出，對於金融控股公司是否可以從事業務方面，歐盟放得要比美國寬，而對子

公司構成的要求上，歐盟則相對較嚴。此外，歐盟的混合金融控股公司不被視為金融控股

公司，而美國則對此並無特殊規定81。 

 

 

                                                 
78 金控公司可視其經營之業務內容，區分為「營業型控股公司」或「純粹控股公司」兩大類。依我國金融

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可見我國金控公司係採純粹控股公司制度。 
79 See Banking Directive, Art. 1(21). 
80 Ibid., Art. 1(5). 
81 在《金融集團指令》第 29(1)(b)條對於《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設立及其業務經營指令》金融控股公司定

義的修改中，把“金融控股公司不是混合金融控公司”此一要件增加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定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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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綜合銀行 

第一款 定義 

    所謂「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ing）制度，可將其定義為其可提供涵蓋存、放款、

金融工具或外匯之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新型債券之承銷、基金、投資管理及保險82。

綜合銀行乃最具多功能業務型態的銀行，除可經營傳統銀行業務，並可兼營資本市場之業

務。由於其可廣泛提供多樣化之業務，滿足消費者一站購足（one-stop shopping）之需求。

其中綜合銀行之型式種類繁多，主要包括完全整合式綜合銀行制度、德國式綜合銀行制度

以及英國式綜合銀行制度。而較具代表性之綜合銀行制度為德國式綜合銀行制度。 

 

    在德國式綜合銀行制度下，採取的是二級制的架構，第一級母公司層級金融機構中，

除了本身可以從事銀行業務外，還可以兼營證券業務，但有關保險的部份，則並沒有在母

公司中進行，其以設立子公司方式處理。至於英國式綜合銀行制度亦採用二級制架構，但

和德國式綜合銀行的差別在於母公司的業務範圍上，英國式綜合銀行在第一層母公司，僅

直接從事銀行相關業務，再由銀行母公司以設立子公司方式經營證券、保險與其他金融業

務83。 

 
    而德國式綜合銀行制度具有三大特點：（一）主要銀行制度：德國企業通常仰賴一家

主要銀行提供金融業務當企業陷入經濟困境，銀行通常扮演救援角色致力於促成企業繼續

經營，倘企業失敗，主要銀行通常將其債權轉換為股權，並於重整該企業後，將股權轉讓

於其他投資者。（二）銀行對企業之持股制度：由於德國對其他企業陷入財務困境時，採

取增加危機企業之持股模式，其股權比例常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比例，銀行因此對企業深

具控制能力。（三）代客保管股票之表決權制度：銀行得以股票保管人身分代為行使表決

                                                 
82 Anthony Saunders, Ingo Walter, 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What could we gain? What could 
we lose? : The Nature of Universal Ban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4, p84. 
83 彭金隆，前揭書，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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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故其對企業深具控制能力遠超過實際比例，此與美國禁止銀行對受託保管股票代為行

使表決權之規定迥然不同84。  

 

第二款 優缺點 

  茲將綜合銀行之優缺點分述於下： 

一、 優點 

（1） 可擴大銀行營業項目，提供顧客多樣化選擇，以滿足顧客對各種金融商品的需

求，強化顧客與銀行之間的關係。 

（2） 透過規模經濟與內外部經濟效果，有效運用現有人員、營業地點及設備，降低單

項業務之開辦費用與營業成本。 

（3） 透過高度之整合，有利於金融商品與通路等的創新。 

（4） 針對不同種類之金融商品，採行不同之價格策略，除可增加競爭力與經營效率，

還可兼顧市場佔有率與獲利力。 

（5） 藉由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商品，達到分散事業風險的效果，以降低金融環境改變而

引起之衝擊85。 

 

 

二、 缺點 

（1） 銀行本身兼營證券業務，由於業務不同，公司治理機制不容易發揮，容易產生

利益衝突之情形。 

（2） 因在同一機構中兼營多種金融服務業，因此在業務之專業程度上，可能無法如

專業銀行一般專精於某種業務，致使服務品質較為遜色。 

                                                 
84 許紋瑛，金融控股公司之法制建構－以美日比較法觀點評析我國相關立法，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碩士

論文，民國 90 年 1 月，頁 42-43。 
85 趙慕芬，前揭註，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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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業務性質不同且眾多，經營效率不易顯現，且不利於經營資訊透明化及風險

控管，在監理上的成本相對也較高。 

（4） 綜合銀行兼營各項金融業務，將累積大量資金，但由於各類資金之性質不同，

資金運用之效率可能較低86。 

（5） 大型銀行強力支配企業之結果，除了操縱其企業營運，其貸款條件亦受制於銀

行，以及銀行強力主導證券業務。另外，銀行、商業結合將會產生如融資競爭

的消失、集團企業之不當優待、妨礙交易競爭等情形。 

 

 

第三款 歐盟之相關規定 

    歐盟在歐洲單一市場努力目標上，為使歐盟各國於相同法規標準下提供金融服務，乃

於 1989 年 12 月發布第二號銀行指令（The Second Banking  Directive87），使得會員國銀

行僅需於母國（Home Country）取得執照，得跨越於其他歐盟各國設立分行而從事業務，

創造金融服務之單一市場，即所謂的「單一銀行執照制度」（The Single Banking License ）

原則。而單一銀行執照是相互承認方式下的一個必然結果，《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設立及

其業務經營指令》並沒有創造統一的“共同體”銀行執照，它只是規定每個會員國的銀行

執照在共同體內合法有效，也就是說，每個會員國承認其他會員國銀行執照的效力。 

 

    但是，地主國（Host Country）對母國銀行執照的效力承認並不意味著母國的信用機構

被允許在地主國可以從事其在母國一樣的業務活動，對母國銀行執照效力的承認僅限於某

些特定的銀行業務，即《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設立及其業務經營指令》附錄一中所列舉的

業務範圍。依該指令所列舉的十四項業務包括：（一）收受存款；（二）放款（包括消費

                                                 
86 見陳太齡，金融控股公司關鍵成功因素之分析，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87 the Second Council Directive 89/646/EEC of 15 December 198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77/780/EEC.要注意的是該指令已被廢止，而被《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設立及其業務經營指令》

所合併，見前註 18。為行文方便，在闡述歐盟綜合銀行原則時，所引用的指令為《2000 年歐盟信用機構

設立及其業務經營指令》，但必須注意是相關原則包括：相互承認、單一銀行執照、母國監理等原則早在

此指令之前由判例和其他指令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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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貸款、抵押貸款、發票貼現及貿易融資）；（三）融資性租賃；（四）匯款；（五）支

付工具之發行與管理，如信用卡、旅行支票與銀行匯票；（六）保證與承諾；（七）銀行

自營或代客從事下列交易：貨幣市場工具、外匯、金融期貨與選擇權、外匯及利率相關工

具、可轉讓之債券；（八）參與股票之發行及相關服務之提供；（九）有關企業資本結構、

產業策略之諮詢、企業合併與收購之諮詢與相關服務；（十）貨幣經紀；（十一）資產管

理與諮詢；（十二）證券保管業務；（十三）信用諮詢服務；（十四）保管箱業務88。 

 

    從上述該指令所列舉的業務範圍，可知其包括傳統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之業務。

是故，藉由該指令勢必引導歐盟各會員國銀行朝向綜合銀行體制發展。同時，依據德國銀

行業務法之規定，綜合銀行之業務範圍包括：存款、放款、貼現、信託、證券、投資、擔

保、保險、匯兌、財務代理及金融租賃等廣泛的金融業務，而且德國式的綜合銀行可以機

構投資者的身分進行證券投資。由形式上來看，德國式銀行屬於單一銀行，但由經營實質

內容與範圍來看，幾乎已經是多種金融機構的組合，經營之業務與金融控股公司幾乎沒有

差異89。 

 

    第三項   歐盟和美國立法例的比較 

歐盟銀行法是歐盟會員國“相互承認”和“最低限度協調”的結果；為了達到最

大程度的共同接受，儘管牽涉的國家衆多、情況複雜，歐盟委員會和理事會在發佈相

關指令時，除了對最核心的問題堅守原則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都盡可能涵蓋歐盟內

出現的各種情況。也正因為如此，歐盟不像美國那樣，在立法中確立且推薦所鼓勵的

金融控股公司，歐盟的立法著眼於較金融控股公司更高的金融集團層面，目的是對歐

盟內部的所有應監理機構給予監理。從《金融集團指令》中可以看出，歐盟確定一個

集團是否為金融集團主要看集團內是否有受監理機構，以及在金融部門的業務量。並

且，金融集團的跨部門要求使其必須要有一家保險公司，這種方法和美國認定金融控

                                                 
88 See Banking Directive, ANNEX I. 
89 參見彭金隆，前揭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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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公司的方法有較大的不同。另外，從指令中“金融集團”這一概念，我們可以看到

德國式綜合銀行、美國金融控股公司以及其他混合金融控股公司的影子。 

 

第三節    小結 

     從金融集團的定義大概可以歸納出金融集團的幾點特徵： 

    第一，從法律上來說，金融集團至少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機構，它們有各

自獨立的法律地位。這些公司機構處於同一控股母公司的共同控制和統一管理下，控

股母公司通過擁有子公司或者附屬公司達到決定性表決權股份，從而控制子公司的資

本財務、經營管理、重要人員的任命與政策的決定。而對於控制性持股的量化指標，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規定，例如美國規定為 25％，歐盟之規定為 20％，我國金融控股

公司法亦採取美國 25％的標準。 

 

     第二，金融業務收入占集團業務收入的主體部份，控股母公司可以是商業銀行、保

險公司或是投資銀行，而控股母公司可以是實際從事業務的營業型控股公司，亦可以

是不經營實際業務的純粹型金融控股公司。至於金融集團怎樣才算是主要經營金融業

務，各國亦有不同之規定。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規定，如果該控股公司及其所有的

子公司從事金融性質或輔助性質金融活動所獲得的合併計算的全年總收入（不包括來

自存款子公司的收入），至少達到整個公司年收入的 85％，則該公司為主要經營金融業

務。至於歐盟金融集團指令則是要求企業集團中受監理機構和非受監理金融機構資產

負債表總和與整個企業集團的資產負債表總和之比必須超過 40%，才算是該企業集團

的活動主要發生在金融部門。 

 

     第三，金融集團指的應該是異質性的金融集團。金融集團內部不同公司所從事的主

要業務存在很大的區別，如商業銀行的核心業務是存款、貸款、匯兌等；證券公司的

主要業務是證券承銷、經紀和自營；保險公司的主要業務是保單的銷售和保險資金的

管理。各類金融機構的風險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因而監理官對其採取不同的監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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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監理措施。金融集團的出現要求在原有分業經營體制下的金融監理架構必須做出相

應的調整。 

   

    金融集團具有上述共同的特徵，但是其具體模式則存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美國的

金融控股公司和以德國為代表的綜合銀行制就存有很大的區別。本章亦對此兩種模式

做了簡要的概述和比較，然此兩者均為不同金融環境下的歷史產物，模式的選擇並無

絕對的優劣。 

 
事實上不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或是綜合銀行模式，同樣都面臨到如何防止金融與

商業過度結合、異種業務並存所可能引發的弊端和風險等問題，因此在監理規範上亦

有重疊之處。雖然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我國法律既定的金融跨業經營型態，監理機關

如何發揮金控公司模式之優點並研擬相關子法，並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理制度和措施似

乎才是當務之急。反觀歐盟金融集團指令，著眼於較金融控股公司或是綜合銀行更高

的金融集團層面，目的是對歐盟內部的所有應監理機構給予監理，如何從歐盟先行一

步的立法中參考借鑒，從而完善對金融集團監理的具體措施，亦是我國可以加以改進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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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 FSA 為判斷是否為《金融集團指令》定義下的金融集團所設計之問卷 
 
 
PRU 8 Ann 3G: CLASSIFICATION OF GROUPS 

 
 
 

 
 
 
Part 1 : General Information 

 

 
A Name of Group: 

 

 
 
 

B Name of FSA Supervisor: 
 

 
C Name of entity at Head of the Group: 

 

 
 
 

D Type of entity at Head of the Group: D1 EU Regulated entity country of authorisation 
 

 
(select one of D1, D2, D3 and D4) (a) Credit Institution 

 
(b) Investment Firm 

 
(c) Insurance Firm (tick one) 

 

 
EU Non-regulated entity country of location 

 

 
Non-EU Regulated entity country of authorisation 

 

 
Non- EU Non-regulated entity country of location 

 

 
E Year-end for Group Consolidation purposes 

 
 
 
 
 
 
 

FGD : Form for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under the 2002/87/EC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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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 Threshold Information 
 

 
F1 Is at least one of the entities in the group within the insurance sector and at least one in the banking/investment sector? 

 

 
Yes No (goto part 3) 

 
 

F2 For D2 & D4 groups only: enter the ratio of the balance sheet total of the % 
 

financial sectors in the group to the balance sheet total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Enter percentage in box*. 
 
 

F3 What is the smallest financial sector? Insurance 
 

 
Banking/Investment 

 
 

F4 Ratio of balance sheet total of smallest financial sector to the balance sheet total %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entities in the group. Enter percentage in box*. 
 
 
 
 

F5 Ratio of the solvency requirement of the smallest financial sector to the % 
solvency requirements of the total financial sector entities in the group. Enter 

percentage in box*. 
 
 

F6 What is the balance sheet total of the smallest financial sector in the group 
 

(identified in F3)*? 

 
 
(€’m) 
 
 

 
 
 
 
 

*see guidance notes on a recommended method of calculation 
FGD : Form for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under the 2002/87/EC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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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Conclusion on reason for becoming a financial conglomerate 
 
 
G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based on the answers in section 1 & 2. 

 

If answer to F1 is NO or if none of the following are met then select 

type Z: 

 

 
Z Not a conglomerate. 
 
 

 
 

If the Group is category D1 or D3 and 
 

the average of F4 and F5 is greater than 10% then select type i. 
 
 

 
i Conglomerate headed by a regulated institution 

with significant cross sector activities. 
 

[article 3(2)] 
 

 
If the Group is category D1 or D3 and 
the average of F4 and F5 is less than 10% but F6 is greater than €6bn 

then select ii. 

 

ii Possible conglomerate headed by a regulated in-

stitution with presumed significant cross sector 

activities. [article 3(3)] 
 
 

If the Group is category D2 or D4 and the answer to F2 is greater than 
40% AND the average of F4 and F5 is greater than 10% then select type 

iii. 

 
iii Conglomerate headed by non-regulated entity 

with significant cross sector activities. [article 
 

3(1) & 3(2)] 
 

 
If the Group is category D2 or D4 and the answer to F2 is greater than 
40% AND the average of F4 and F5 is less than 10% but F6 is greater 

than €6bn then select type iv. 

 

iv Possible conglomerate headed by non-regulated 

entity with presumed significant cross sector 

activities. [article 3(1) & 3(3)] 
 
 
 
 
 
 
 

FGD : Form for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under the 2002/87/EC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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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H1 Who do you think are the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your group (i.e. 

supervisors in EU States in which the group has significant regulated activity)? 

See article 2 (17)a for definition of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H2 Who do you think should be the likely coordinator for the group (i.e. EU 

supervisor of the group's most important regulated activity in the EU)  ? 

See article 10(1) and 10(2). 
 

H3 Do you consider that balance sheet value and solvency requirements were an 

appropriate criter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a group is financial and whether 

cross sector activities exist? If not, do you consider there are other parameters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5)) tha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H4 Do you have any other relevant comments? 

 
(use continuation sheet if necessary) 

 
 
 
 
 
 
 
 
 
 
 
 
 
 
 
 

FGD : Form for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under the 2002/87/EC Dir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