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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監理之發展與制度比較 

 

第一節 金融集團聯合論壇之報告 

 

第一項 概說 

    各金融行業之監理法規均對於金融行業個別之資本適足性設定一定之要

求，金融業若未達該最低資本適足性之法定要求，將受相關規制與處罰已如前

述。然而，即使金融集團內之母公司與子公司滿足各行業監理法規之資本適足

性要求，亦不代表金融集團整體財務狀況處於穩定，或是資本健全的狀態。其

理由在於：金融集團內母公司投資子公司或是相互投資，藉由母公司對子公司

或關係企業相互間之資本挹注行為，導致金融集團之資本產生重複利用或雙重

槓桿（double gearing）之情形。易言之，金融集團之資本在控股公司階層計算

資本適足率，當控股公司以該資本轉投資其他金融子公司時，又以該資本計算

該子公司之資本適足率，但事實上此係重複計算同一筆資本，形成資本之虛

增，此即資本雙重利用之典型。而這種情況並非個別金融機關依個別監理法規

訂定之個別行業資本足性規範足以消除的，也因此，才必須在個別行業之資本

適足性監理外，另外以適當的調整與評價方法，正確地評量金融集團整體的資

本適足率，並檢測資本有無雙重利用或多次利用的情形1。 

 

    因此，對於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之評價，似乎需要以整個集團為基礎來探

討，而非僅以個別行業之基礎來計算。由「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國際證

券監理官組織」（IOSCO）、以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共同組成的

「金融集團聯合論壇」（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於 1999年

                                                 
1 見張冠群，The Supervision of the Capital Adequacy of the Financial Conglomerate, 存款保險季
刊，第 14卷第 3期，民國 90年 3月，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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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發布了《金融集團之監理2》最終報告，其中資本適足性原則報告一文以整

個集團為基礎探討，評估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的技術及原則，而資本適足性原

則補充報告則列舉了主管機關在實際應用上述監測技術時所可能面臨之各種

情況。以下主要參酌該報告，分別說明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評估的目標、原則

與評估方法以及主管機關所面臨情況所可能產生之問題，例如：未受監理控股

公司資本不足的風險、少數權益存在時的問題、資本不足的分配移轉問題等。 

 

第二項  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評估之目標與原則 

     第一款  兩項目標 

    提供銀行、證券及保險主管機關衡量金融集團總體資本適足性的方法及原

則，以達成下列兩項目標： 

（一） 以集團為基礎，評估「異質金融集團」（heterogeneous financial  

conglomerates）整體的資本適足性。此處異質金融集團乃指以金融

為主要業務的集團，其集團內受監理的成員主要從事銀行、保險和

證券三種業務中至少兩項，且未受統一資本適足性規範者。 

 

（二） 辨認導致集團資本高估，且對集團成員有重大負面影響的資本雙重

利用或多重槓桿（double or multiple gearing）的情況。雙重槓桿指

一集團成員持有的資本係來自同集團內另一成員所提供，且此資本

已被計算為後者資產負債表上的資本。換言之，集團的一筆外來資

本被重複計算兩次，如一次是母公司，一次是子公司。多重槓桿如

前例的子公司再將來自母公司的資本轉至第三層成員，而使來自母

公司的這筆資本被重複計算了三次3。 

                                                 
2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February 1999, 
documents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Basle, IOSCO and IAIS [hereinafter Joint Forum Report]. 
3 Ibid.,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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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  五項指導原則 

    為達成前述兩項所定的目標，該報告提出了可被接受的金融集團資本適足

性衡量方法，應符合下列五項原則： 

（一）原則一：偵測且發現資本雙重或多重利用的情況，亦即同一資本同時

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法人用以作為風險的緩衝機制（buffer）。資本雙

重或多重利用的主要問題不在於所有權結構，而在於該結構對於金融

集團整體資本評估的後果。具體言之，當雙重或多重槓桿存在時，基

於個別成員資本衡量而加總的集團資本，有可能高估集團實際擁有的

外來資本。監理機關應確認只有集團外投資者所提供的資本，方可對

集團產生支援，集團資本的評估應將集團內持有的法定資本和金融集

團成員內成員相互參與的投資予以排除4。 

 

（二）原則二：偵測且發現母公司發行債券，並將其債款以資本形式轉移至

下層子公司，所導致財務槓桿過高（excessive leverage）的情況。過

度槓桿乃當一母公司發行債券，且將債款以資本形式轉移至子公司，

但未被子公司的監理機關承認為資本。在此情況下，子公司的有效槓

桿可能比個別公司依法計算的槓桿為大。雖然過度槓桿未必不安全或

不穩健，但此等槓桿可能造成集團受監理成員相當的風險，此等風險

來自母公司為償債所加諸集團成員的不當壓力。尤其是當金融集團上

層為一未受監理的控股母公司時，監理機關對集團資本適足性的評估

須收集相關資料，以便了解過度槓桿對集團成員的影響5。 

 

（三）原則三：包括一機制以偵測且發現經由未受監理之中層控股公司

（unregulated intermediate holding companies）參與關係企業或子公司

                                                 
4 Ibid., p.8. 
5 Ibid.,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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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所引起的資本雙重、多重利用或過度槓桿的後果。集團資本適足

性評估的方法，須能針對中層控股公司提供資本給集團內其他成員的

情況。該方法應有效地消除中層控股公司所產生的後果，而產生如果

沒有中層控股公司般的結果，或如同基於風險考量將相關部門合併申

報所產生的結果。此處未受監理的中層控股公司可能是一沒有交易且

其唯一資產為對子公司投資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從事子於受監理公司

業務的公司6。 

 

（四）原則四：包括一機制以針對金融集團內未受監理公司，從事與集團內

其他受監理機構相似之業務（如：租賃、應收帳款融資、再保險）所

承擔之風險。對於未受監理的公司，主管機關有一些可供選擇的方

法，包括用相關部門的名目資本代理變數（notional capital proxy）取

代之、運用其他能夠反映承擔風險的穩健處理特別方法、或是本文下

述會提到的總額扣減法。對於業務類似於受監理公司的未受監理公

司，其可比較或名目的資本代理變數（comparable or notional capital 

proxy），可以最相似之受監理公司的法定資本來充當。更具體的說，

當風險由集團內受監理公司移轉至未受監理公司時，受監理公司的監

理機關有必要檢視未受監理公司資產的一般數量與品質7。 

 

（五）原則五：應針對受監理子公司的參與股權（participation）及未受監理

的子公司，確保對少數股東（minority interests）及多數股東權益的審

慎處理。具體作法有： 

1. 一般而言，當集團既未控制亦無顯著影響一受監理子公司時（即對

子公司投資在 20%以下），應根據個別監理機關對投資於類似公司的

                                                 
6 Ibid., p.10. 
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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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適足性準則。 

2. 當集團參與子公司的投資達到某種程度限制（如參與子公司的投資

在 20%到 50%之間），只有子公司的資本溢額，依投資比例部分，

方可視為可用以支援母公司或集團中其他公司的風險。 

3. 依會計準則，達成有效控制的參與子公司投資（如參與投資在 50%

到 100%之間），通常以全額合併。原則上，可作為承擔母公司或集

團內其他成員風險的資本溢額，才可視為評估集團資本適足性的資

本8。 

 

第三項 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之評估方法 

    評估集團資本適足性之要求在於確保集團整體的資本足以因應金融集團

整體的風險，其計算方法主要有下列幾種，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款  以會計為基礎的合併方法（accounting-based consolidation  

             approach） 

    本法係將金融集團公司所有相關的資產負債加以合併，再去計算資本與風

險資產的比率，英國9（針對從事吸收存款及投資業務的集團）、美國10（針對銀

行控股公司）採取之。以會計為基礎的合併方法，主要是由銀行監理機關計算

銀行集團的合併資本適足率，但此一方法較適合用於同質的金融集團，而不適

合用於異質的金融集團。此方法的缺點在於無法將保險的部分納進來，主要原

                                                 
8 Ibid., p.11. 
9 參見 FSA, FSA Handbook, Interim Prudential sourcebook: Banks Volume 2 Consolidated Supervi-
sion, Section 2, The FSA’s approach to consolidated supervision, August 2004, pp.1-3, 
http://fsahandbook.info/FSA/handbook/ipru_bank.pdf, last visited: 2005/5/3.英國之合併監理係依據
歐盟 1993年之《資本適足性指令》(Capital Adequacy Directive, 93/6/EEC)及 2000年之《銀行合
併指令》(Banking Consolidation Directive, 2000/12/EC）所制定，而若銀行符合 2002年《金融集
團指令》(Financial Groups Directive, 2002/87/EC)集團之定義，還必須遵守 PRU 8.1（Group risk 
systems and controls requirement）之規定。 
10 FRB's Regulation Y, Appendix A—Capital Adequacy Guidelines for Bank Holding Companies: 
Risk-Based Measure, http://www.fdic.gov/regulations/laws/rules/6000-1900.html#6000appendixa, last 
visited: 200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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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銀行和保險會計基礎不同，銀行的風險部份主要在資產負債表的資產

面，而保險業的則主要表面在負債面11。 

 

    此法在 1995 年三方團體所發布之金融集團之監理報告中亦有提及，有些

利用此方法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之國家，較不重視各個行業別監理（solo su-

pervision）的資本適足率，有些甚至不去計算各個行業別的資本適足率12。因此

在 1999年金融集團之監理最終報告中，該方法並不在該報告所建議之方法中。

雖然如此，但對於異質金融集團所採行的各種資本評估技術，並不排除使用以

會計為基礎的合併方法，或是其他能符合本報告前述所揭櫫目標的審慎方法13。 

 

     第二款  金融集團監理報告建議的方法 

    評量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的實用方法有基座區隔審慎法（Building Block 

Prudential Approach）、風險基礎加總法（Risk-based Aggregation Method）、風險

基礎扣減法（Risk-based Deduction Method）。雖然每一種方法均從不同角度的

來分析，但是它們應會對資本適足性獲致一類似的結論，監理機關應依金融集

團的財務結構使用最適切的方法。另外，該報告另外提供了一個與評估整個金

融集團資本適足性方法類似的作法，用以解決重複計算資本問題的回溯處理方

式（fall back treatment），此即總額扣減法（Total deduction Method），便利監理

機關很快掌握資本雙重利用對於母公司資本適足性之影響。監理機關可能希望

使用最容易使用金融集團資料的方法，但有時也可能採用較易突顯金融集團所

承擔風險或潛在缺失的方法14。以下即針對上述各種評估方法，為一簡要的論

述： 

                                                 
11 阮品嘉，對金融控股集團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月旦法學雜誌，第 102期，2003年 11月，頁
151。 
12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
glomerates, July 1995, A Report by Tripartite Group [hereinafter Tripartite Report ], p.40. 
13 Joint Forum Report, p.7. 
14 Ibid.,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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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基座區隔審慎法15（Building Block Prudential Approach） 

    本法是將金融集團的完全合併資本（fully consolidated capital）與集團中每

一成員的監理法定資本要求（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加總金額來相比

較。而法定資本要求係取決於其集團成員主管機關的規定，若某一成員屬於未

受監理的公司，則以相當或估計名目資本（notional capital proxy）取代之。這

種方法是將金融集團視為一獨立的經濟個體，而以完全合併帳戶為起點或基

礎。亦即所有集團內（intra-group）成員在資產負債表上及表外的相互帳戶或

暴險（exposure）業已消除。 

 

    基於審慎的理由，合併的資產負債表上及表外項目，依照個別不同的監理

範圍，被區分為銀行、保險、證券公司及未受監理公司等四個部門，然後再計

算每一被監理公司的法定資本要求。其次，每一成員的實際資本與其個別的法

定資本要求加以比較，以求得其資本不足的數額（或資本缺額）（capital defi-

cit），此等缺額尚須經其他部門的可自由移轉資本（freely transferable capital）

予以調整。最後，將每一受監理公司的法定資本與未受監理公司的估計名目資

本兩者予以加總，並將其總額與集團實際資本總額加以比較。本方法可輔以對

經濟個體內風險及資產的分配加以審查，即分析經濟個體是否有足夠的數量及

適當類型資本來承擔明顯的風險16。另外，若金融集團被監理母公司的業務，

佔整個集團業務很大的比例時，採用另一種提供相同結果的修正基座區隔審慎

法可能更適合，其將母公司的資本減去受監理子公司的法定資本及未受監理子

公司的名目資本，再將所得的調整資本數額與母公司本身業務的法定資本相比

                                                 
15 關於此一用語之翻譯並未完全一致，有譯為「建物審慎法」，見曾令寧、黃仁德，金融集團資
本適足性的評估－兼論銀行與高度槓桿機構的互動，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 12卷第 4期，民國
88年 6月，頁 59；有譯為「區塊審慎評估法」，見王文宇，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台北，
元照出版社，2003年 10月，頁 283；有譯為「區塊穩健法」，見張冠群，論保險業與其他金融行
業組織上結合之監理，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6月，頁 91。亦有譯
為「基座區隔審慎法」，見陳允進、任慧莉、王邦旭合譯，金融集團之監理，臺北，中華民國加

強儲蓄推行委員會金融研究小組，民國 89年 2月，頁 23；阮品嘉，前揭註，頁 151。 
16 Joint Forum Report,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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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17。 

  

    本法的優點在於合併報表的資本額，已將集團成員間的資本移轉抵銷18。

然而，本法將集團視為一單一的經濟個體，且集團內成員之資本溢額得於其他

成員間自由移轉，該前提假設仍有問題。如同以會計為基礎的合併方法，集團

成員各具相異之風險，一成員之資本溢額是否足以承擔其他成員風險之適當資

本型態及認許資產，並不能一概而論，仍需監理官個別審視。且本法自動略去

所有集團內暴險，而未保留裁量權予監理官。以及其使用經調整的報表（集團

報表及表外帳戶表格）而非原始的資料，恐有失其客觀之虞19。 

     

第二目  風險基礎加總法（Risk-based Aggregation Method） 

    這種方法與前述的基座區隔審慎法非常類似，其差別在於此法特別適用於

不易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或是集團內暴險不易互相抵銷（netted out）的情況。本

法較容易自未合併報表推算出集團法定資本，但必須將每一受監理公司的個別

法定資本與未受監理公司的名目資本加總後，再與集團的實際資本比較，來決

定其資本是否適足。例如，一母銀行連同其保險及證券子公司的金融集團，母

銀行的法定資本與其保險和證券子公司的法定資本予以加總，資本適足性評估

是比較此加總資本與集團的實際資本額。為避免集團資本重複計算，對從集團

內一個體的資本移轉至另一個體（包括向下 downstream 或向上 upstream 流

動），應作一減項調整。因此，集團資本計算應先將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資本

加總後。再減去母公司參與持股（participation）子公司的帳面金額20。 

   

     前述基座區隔審慎法所和本法不同的是，前者乃以合併帳戶為監理基礎，

而本法則是使用各監理官於個別監理程序所得之資料，因此本法可適用於合併

                                                 
17 Ibid., p.16. 
18 見阮品嘉，前揭註，頁 152。 
19 Tripartite Report, p.43. 
20 For details, see Joint Forum Report,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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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資料取得不易的情形。此外，本法並非以合併報表為基礎，因此有關基座

區隔審慎法自動略去集團內暴險之缺點，於本法可避免之21。 

 

第三目  風險基礎扣減法（Risk-based Deduction Method） 

    此方法與前述風險基礎加總法非常類似，但其著重於可移轉至母公司或集

團中其他公司的資本數量與移轉性。此法使用未經合併的監理資料，且需採用

集團中每一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並檢視每一相關公司的資產淨值。根據此一方

法，每一參與持有子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投資帳面價值，是以子公司的資本溢

額或缺額所取代。子公司對其他公司的投資額也是以類似的方法來處理。可

是，任何集團內公司持有關係企業的相對權益（reciprocal interest），不論係直

接持有或間接持有，均假設為零，因此必須從計算中消除。此法將重點放在可

自由移轉的資本溢額，以承擔集團中其他公司的風險22。 

 

    本法和風險基礎加總法相同的是以子公司的自有資本與母公司的自有資

本加總，而且皆根據集團成員之原始監理報表而非合併報表。但是各子公司的

法定資本要求，是直接與各子公司的自有資本相比較，而非如同風險基礎加總

法是將各成員自有資本加總後與集團資本為一比較23。 

 

第四目  總額扣減法（Total deduction Method） 

    前述評估金融集團整體資本適足性的三種方法，均檢視母公司及每一子公

司的個別和合併資本適足性，明確地將資本雙重利用的不利後果納入考量。但

對於希望迅速評估資本重複利用可能對母公司資本適足性影響的主管機關而

言，可使用另一簡單的總額扣減法。本法的基礎在於母公司對於子公司所有投

資的帳面金額予以扣減，有些監理機關則傾向將子公司的資本缺額自母公司的

                                                 
21 Tripartite Report, p.44. 
22 For details, see Joint Forum Report, p.17. 
23 Tripartite Report,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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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資本減去。換言之，監理機關將母公對子公司的投資金額價值視為零，在

某些情況下為負。然後，母公司調整後的資本再與母公司的法定資本要求相比

較。 

 

    本法隱含有兩個假設，一是集團內關係企業的資本溢額不可用作母公司的

資本或是用以償還母公司的債務；二是沒有所謂的法定監理資本缺額。必須強

調的是，此法用以衡量資本雙重利用對於母公司資本適足性可能產生影響的程

度，而非用以評估金融集團整體資本適足性24。 

 

    以下即針對上述前三種評價方法整理一簡單的摘要表： 

 

表四之ㄧ：評價方法摘要25 

 

                                                 
24 Joint Forum Report, p.18. 
25 資料來源：同前註，p.19. 

 

 
基座區隔審慎法 風險基礎加總法 風險基礎扣減法 

 

評價方

法摘要 

 

 使用合併報表 
 將財務報表分為不
同的部門或類別 

 將集團內每一成員
的個別資本要求∕

名目資本予以加總 
 將上述資本要求∕

名目資本和合併資

本加以比較 

 使用未合併的財務報表
 將集團中每一機構的資
本予以加總 

 將集團內相互持有的法
定資本予以減除，以調

整資本雙重利用 
 將集團中每一機構的個
別資本要求∕名目資本

予以加總，得到資本要

求總額 
 上述資本要求總額自調
整後之全部集團資本中

扣除，以計算資本溢額

或缺額 

 使用未合併的報表 
 以母公司的立場進行
分析 

 假設前提係對子公司
採按持股比例合併 

 公司資本應扣除其在
子公司的投資額 

 公司資本隨個別子公
司的資本溢額或缺額

而增加或減少 
 調整後的母公司資本
減去母公司個別的資

本要求，以得全部集

團的資本溢額或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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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集團之監理報告中除了列舉上述幾種評價方法外，在資本適足性原

則文件中的附錄亦提供了這些評價技術的說明以及釋例26。另外，在資本適足

性原則補充文件中，則舉一些例子進一步說明監理機關在實際運用這些技術時

所可能面臨的狀況，目的在於以數字闡述前述資本適足性的五項指導原則27。

第一個例子說明資本雙重或多重利用存在的後果；第二個例子說明未受監理控

股公司資本不足所產生集團資本不足的風險；第三個例子闡述當少數股東利益

存在時，採用完全合併及按持股比例合併兩種方法會對整個集團的資本適足性

評估產生重大的影響；第四個例子闡明未受監理公司發生資本缺額，主管機關

應考慮集團內其他成員的資本溢額可否彌補該公司的資本不足；第五個例子和

第六個例子則是分別說明資本結構的妥適性以及資本品質的影響。 

 

第四項 小結 

    金融集團論壇報告中所採取的態度是列舉在整個集團基礎上，衡量異質的

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的評價技術，而非嘗試提出一放諸四海皆準的監測方法。

事實上，針對評量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並沒有一個容易解決的方案，採用上述

各種評價方法各有優缺點，也都有其最適當應用的場合，監理主管機關應保有

彈性，選擇最能切合其所監理的金融集團所面臨狀況之評估方法。 

 

    金融集團聯合論壇致力於為銀行、證券業、保險公司的監理部門提供原則

和衡量方法，以便能評估金融集團整體資本適足性的程度，鑑別其是否存在資

本雙重或多重利用之情況。《金融集團之監理》報告提供了金融集團的監理架

構，包括資本適足原則、監理資訊共享的架構及指導原則、集團內部交易之監

理以及風險集中原則等，這些原則亦影響了之後相關歐盟指令之制定，如：《保

險集團指令》及《金融集團指令》。 

                                                 
26 For details, see ibid., pp.20-26. 
27 For details, see ibid., pp.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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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兩節接續前述國際間關於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監理之發展與新趨勢，

繼而探討各先進國家關於對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監理及其他相關監理制度之規

定，本文擬以歐盟 2002年的《金融集團指令》相關監理規範內容，以及美國對於

金融控股公司之監理規範為一介紹，透過外國立法例的借鑒，以期能完善對我國

金融集團監理。以下即針對歐盟和美國對於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及相關監理制度

分述如下。 

 

第二節  歐盟金融集團指令之監理制度 

      本文於第二章已先行介紹歐盟於《金融集團指令》中對於金融集團之定義為

何，並且針對分業監理與跨業監理為一初步的論述，接下來即針對該指令對於金

融集團之監理規範內容為一更詳細具體的介紹。 

第一項 補充監理 

    所謂補充監理（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照其字義上的解釋，即是其作為

一種補充原有分業監理的措施，在保留原有行業監理指令有效性的前提下，要求

銀行、保險及證券業的主管機關，能從金融集團的角度監理其各自負責監理的金

融機構。以下首先針對補充監理的意義來為一說明，之後再就補充監理包括哪些

範圍，以及補充監理所涉及排他性的問題一一為論述。 

 

 

      第一款   補充監理的意義 

    確認金融集團的目的，就是要對金融集團進行監理，準確地來說是從金融

集團的層次上，對金融集團內的受監理機構進行補充監理。對於金融機構，歐

盟實施的並不是統一的監理，並非按照一家金融集團的主要性質，而確定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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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理主管機關對它進行整體性的監理。事實上，由於歐盟本身是由若干國家

構成，而且金融集團往往地跨多國，母國並不必然會有受監理機構存在，因此，

確定由母國、地主國、還是第三國的主管機關來負責監理並非容易的事。其次，

歐盟實施的非統一監理，對於金融集團雖然是從集團層面來進行監理，但這並

非意味著歐盟主管機關對於整個金融集團的責任，它僅僅是要求主管機關基於

集團層面的程度來衡量受監理機構的風險。 

 

    作為一種補充措施，它是在保留原有行業監理指令有效性的前提下對金融

集團的一些部門實施補充監理。而且，旨在補充監理的《金融集團指令》也不

是對整個金融集團或金融集團旗下的所有公司實施補充監理，補充監理的範圍

會因在金融集團內特定種類的公司而不同28。  

 

    歐盟的金融監理是以機構為基礎進行分業監理，並對特定主體輔以功能性

監理以作為補充29。實際上，對於跨業的金融集團監理而言，儘管其需要「功

能性監理30」的存在，但此種監理模式並非完全排斥機構監理。因為集團內畢

竟存在著受管制的機構，而對這些機構依行業別進行監理有時還具有一定的相

對優勢。因此，理想的模式是兩者的融合，並確認由一種主導性監理模式的存

在31。 

 

    在2002年《金融集團指令》實施以後，歐盟原先頒佈的各項行業監理指令

仍然繼續有效，並沒有完全摒除之前的行業監理指令。如《金融集團指令》第

                                                 
28 Michael Gruson,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Issue 10, 2004, p.370. 
29 周仲飛、鄭暉，銀行法原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9月，頁 260。 
30 所謂「功能性監理」（functional regulation），是指依金融基本功能而設計的監理，而不是依照
機構別來進行監理。“Under a system of functional regulation, regulatory authority is alloc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e on the activity being performed,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the firm conducting the activity,”see Jonathan R Macey,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Before and after 
Gramm-Leach-Bliley,”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Iowa City, Vol. 25, Iss. 4, 2000, p.710. 
31 黎四奇，評析《2001年歐盟金融企業集團指令建議案》，歐洲，第 2期，2002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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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條即規定：「在不有損於降低歐盟立法所規定的特定監理權力及職責

的可能性下，具有特定補充性監理職責的協調員（coordinator），其存在不應

影響行業規則下所規定主管機關的職責與任務32。」由此可知，其採取了有限

度的承認且修正的務實作法。 

 

      第二款   補充監理的範圍 

    如前一章所述，歐盟委員會《金融服務行動計劃》（The Commission Action Plan 

for Financial Services）體認到歐體分業監理的漏洞，提出了必須修改相應的法律來

對金融集團予以監理33。因此，負有補充監理責任的《金融集團指令》終於通過。

在原來分業監理的法律保持有效性的前提下，要求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的主

管機關，能從金融集團的角度，監理其各自負責監理的信用機構、保險公司和證

券公司。換言之，如果信用機構、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34根據各行業指令獲得授權，

並且是一家金融集團的一部分，《金融集團指令》直接適用於這些受監理機構，

或者說這些受監理機構要受到補充監理35。 

 

    《金融集團指令》第 5（2）條具體規定了對下列受監理機構，除了根據各自

行業監理指令實施監理外，還應在金融集團層次上實施補充監理： 

   （1）在金融集團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每一個受監理機構； 

   （2）每一個受監理機構，其母公司是總部設在歐體的混合金融控股公司； 

   （3）每一個受監理機構，其與其他金融部門機構具有法定聯繫36。 

                                                 
32 Directive 2002/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insurance undertakings and investment firms in a fi-
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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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
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hereinafter th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OJ L 35, 11.2.2003,  
Art. 11(3), available at http://www.fese.be/statistics/european_directives/dir_2002_87.pdf, last visited: 
2005/6/7.  
33 Se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recital (3). 
34 該指令統稱為“受監理機構”（regulated entity）, see ibid., Art. 2(4). 
35 Ibid., Art. 5(2). See, e.g., ibid., Arts 6(2), 7(2) and 9(1).  
36 Ibid., Art. 5(2)(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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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還規定了適用補充監理的其他情況，包括：一個金融集團是另一個金融

集團（主金融集團）的子集團時，成員國只能對主金融集團的受監理機構實施補

充監理，而非對子金融集團實施補充監理37。 

 

    雖然一個受監理機構按指令第 5（2）條的規定不受補充監理，但如果它的母

公司是一個受監理機構或者混合金融控股公司，且該母公司的總部設在歐體之外

的國家或地區，就應該按照指令第 18條對第三國金融集團的規定，在金融集團層

次上對該受監理機構實施補充監理38。 

 

    如果某人對一個或多個受監理機構持有股權或存在資本聯繫（capital tie），或

者雖然沒有持股或不存在資本聯繫，但能夠對這些受監理機構實施重大影響。在

這種情況下，主管機關應該透過共同協定，按照國內法的有關規定，決定是否對

該受監理機構實施補充監理，以及補充監理的程度39。這一條賦予主管機關有一定

的裁量權（discretion），將補充監理適用在那些不符合金融集團、甚至企業集團

定義的“集團”，猶如其已構成了金融集團40。 

             

    主管機關在上述情況適用補充監理時，必須要確定： 

（1） 這些機構中至少有一個是受監理機構， 

（2） 滿足指令中構成金融集團條件中的第四個條件（即企業集團中至少一個機

構屬於保險業，另一個機構屬於銀行業或證券業），及 

（3） 第五個條件（即企業集團在保險業的機構合併報表和/或合併業務，和在銀

行業和證券業的機構的合併報表和/或合併業務，必須都具有重要影響）41。 

 

                                                 
37 Ibid., Art. 5(2), second subparagraph. 
38 Ibid., Arts 5(3) and 18. 
39 Ibid., Art. 5(4), first subparagraph. 
40 Michael Gruson, supra note, p.370. 
41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5(4), second sub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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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補充監理的「排他性」問題 

    對金融集團的界定即意味著，有些金融集團既屬於依銀行、證券公司或保險

集團等行業監理指令的範圍，又屬於依金融集團監理架構的範疇。例如：一集團

由某信用機構作為母公司，該集團業務的 70%為銀行業務、30%為保險業務，根

據現在的立法，對集團中的銀行業應適用《合併監理指令》的規定。然而，作為

一個整體，該集團又屬於金融集團監理的範疇。另外，若一個控股公司所主導的

集團，其 70%的業務為保險業，30%的業務為銀行業，根據目前的歐盟金融監理

法規，對集團中的保險業要適用《保險集團指令》的規定，然而保險控股公司作

為一個整體，基於其跨業活動的重要性，則應適用對金融集團監理的相關規定。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新的金融集團監理體制排他性的問題，特別是新的監理金

融集團的指令必須說明既存的行業監理指令是否有受到影響；若是受到影響，則

其程度為何。此外，新舊監理法規間的衝突與矛盾應做如何的協調，這些都是《金

融集團指令》所要面對的問題。從理論上而言，可能解決的方法有：一、限制行

業監理指令的適用範圍，或不適用行業監理指令的規定；二、累積適用（apply 

cumulatively）兩種監理體制的規定42。 

 

    實際上，《金融集團指令》採取了承認、協調或修訂相關行業監理指令的作

法，以消除各監理指令之間的不一致性。整體而言，對於行業監理指令其並不採

取排斥的態度，反而是透過修訂諸多指令間相互衝突及重疊之處，使金融集團指

令的規定和其維持一致。如《金融集團指令》第 5（1）條規定：「在不有損於行

業監理規則的情況下，各成員國應對本指令第 1 條所指稱的受監理機構提供補充

監理，其監理範圍和方式依本指令的規定進行。43」另外，在有關於計算資本適足

                                                 
42 李仁真，歐盟銀行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6月，頁 227。 
43 Se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s 1 and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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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附錄一中，亦有依 2000/12/EC指令及 98/78/EC指令的規定來計算資本適足性

的敘述44。 

 

    因此，由上述可知，行業監理指令和跨業監理指令間，乃是一種相輔相成、

緊密聯繫的關係。行業監理指令仍然是金融集團監理的基礎，因為集團畢竟是由

一定的銀行、保險、證券業的金融機構所組成，且從本質上來看，跨業性的監理

安排也不全然能和行業監理安排割裂開來45。 

 

    另外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乃是透過監理官同意放棄（waiver）對子集團的監

理以及資本適足性要求，來解決可能重複監理的問題。此一想法乃是其認為對於

某些子集團的監理是值得的，以及許多子集團成為複雜架構某一部份是偶然的，

而對這些子集團監理並不會增加監理價值。然而，此一原則並未在金融集團指令

中所達成46。 

 

第二項  補充監理的內容 

    要加以強調的是，《金融集團指令》的補充監理並不意味著像行業監理指令

規定般來進行合併監理（consolidated supervision），它採取了一種稱為“多於分別

監理47” （solo-plus supervision）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基本內容是，對於集團內的

受監理機構有其各自的監理者分別監理，但對受監理機構的分別監理，附加對於

金融集團整體的定量評估（qualitative assessment），尤其是在金融集團範圍對資本

適足率的定量評估（quantitative assessment）48。 接下來將針對《金融集團指令》

                                                 
44 For details, see ibid., Annex I. 
45 見李仁真，前揭註，頁 227-228。 
46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inancial Group(Consultation Paper 204) ”, October 2003, p.17. 
47 翻譯參照周仲飛、鄭暉，前揭書，頁 260。 
48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July 1995, A Report by Tripartite Group, p.17, sub no.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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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規定一系列補充監理的內容，包括：資本適足性、集團內部交易、風險集中、

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為一介紹。 

 

第一款   資本適足性 

    監理金融集團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對集團的財務狀況進行監理，所以，《金

融集團指令》要求主管機關對金融集團內的受監理機構的資本適足性實施補充監

理49。資本適足性補充監理的主要目標，就是要防止集團內部自有資本（own fund）

的重複計算。所謂自有資本重複計算，指同一筆自有資本同時被用於滿足母公司

和子公司甚至孫公司的資本適足性需求，從而導致過高的槓桿效應。因此，在保

持其他行業指令有效性的前提下，指令附錄一專門規定了補充監理金融集團內受

監理機構資本適足性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第一目  基本原則 

    無論採取附錄一規定的何種方法來計算資本適足率，當受監理機構是金融集

團的一個子公司，而且出現了清償力缺額（deficit），或者是未受監理的金融部門

機構，其“名目清償力需求”（notional solvency）50出現了缺額，則應該將該子公

司清償力缺額的總額計算在內。在這種情況下，擁有股本的母公司其責任應該嚴

格地限制在其擁有的股本上，協調機構可以允許按比例計算該子公司的清償力缺

額。如果在金融集團內各個機構沒有資本聯繫，協調機構在與其他相關的監理當

局協商後，應當確定有多少比例的資本用於計算資本適足率51。 

 

                                                 
49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6(1). 
50 “名目清償力需求”不同於受監理機構真正的法定資本需求，它是指把未受監理的金融部門
機構視為該部門受監理的機構，從而根據相關的行業監理指令，確定該機構應該遵守的資本需

求，這個資本需求就是名目清償力需求。See ibid., Annex I, sub I, 2(ii), last paragraph. For examples, 
see ibid., Annex I, sub II, Method 1, fourth paragraph, Method 2, third paragraph, and Method 3, third 
paragraph. 
51 Ibid., Annex I, sub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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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集團資本適足性監理的主要目標，必須在金融集團層次上，消除重複計

算合格自有資本（即多重槓桿）的情形，以及避免在集團內部不適當地創造自有

資本。為此，主管機關可以透過類推的方法，來適用相關行業監理指令所確立的

原則52。 

 

在行業監理指令進一步得到協調之前，金融集團內每一個不同金融行業的法

定資本需求應根據其各自行業的規則，計算其各自的合格自有資本。如果在金融

集團層次上出現自有資本缺額的情況，只有根據每個行業的規則都適合作為合格

的自有資本－此稱之為“跨部門資本”（cross-sector capital）53，才能被用來確定

金融集團是否遵守了額外的法定資本需求。如果行業監理指令對某一自有資本的

合格性作了限制，但又有可能成為跨部門資本，那麽在金融集團層次上計算自有

資本時，在稍做修改的基礎上（mutatis mutandis）仍應適用這些限制54。 

 

    在金融集團層次上計算自有資本時，主管機關應該考慮整個企業集團內不同

金融機構間，其自有資本的移轉性和可利用性的效用。對於未受監理的金融行業

機構，同樣按照附錄一所規定的方法來計算名目清償力需求。對於混合金融控股

公司而言，其名目清償力需求，應根據金融集團內最重要的金融部門所適用的行

業監理指令來進行計算55。 

 

 

                                                 
52 Ibid., Annex I, sub I, 2(i). 
53 就防止同一資本在同一集團被重複計算，有待於對「監理資本」（regulatory capital）的定義達
成共識，但由於不同金融業的風險、目的、操作原理等的不同，對於資本需求也是不同的，所以

在跨行業的範圍內對資本做統一的界定也是不太現實的。雖然指令對於資本的界定問題並沒有做

出相關的規定，但為了解決某一行業的資本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用來滿足金融集團的資本需求，指

令中已確認了一些可適用於銀行、證券公司及保險業的共同資本成分，此即「跨部門資本」的概

念，此一概念的提出不能說不是金融集團監理理論的一大突破，也代表了功能性監理架構的一種

新趨勢。對於跨部門資本的詳細論述，請見李仁真，前揭註，頁 235-237。 
54 Ibid., Annex I, sub I, 2(ii), first and second paragraphs. 
55 Ibid., Annex I, sub I, 2(ii), last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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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計算方法 

    《金融集團指令》規定了在金融集團層次上計算資本適足率的三種方法，並

對決定適用何種計算方法的主管機關作了規定。當成員國主管機關對某個特定金

融集團承擔協調機構的職責時，該成員國應允許該主管機關，在與其他主管機關

和金融集團商討後，決定金融集團適用何種計算方法。如果受監理機構在金融集

團處於主導地位，向該受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成員國的主管機關，可以決定採取

何種計算方法；如果金融集團不是由受監理機構處於主導地位，即不存在著相應

的主管機關，則成員國可以授權適用任何一種方法56。 

 

    指令規定的三種資本適足率計算方法包括「會計合併法」（Accounting con-

solidation method）、「扣減與累加法」（Deduction and aggregation method）、「帳

面價值/法定資本需求扣減法」（Book value/Requirement deduction method）。另外

第四種方法，「綜合法」，即主管機關可以允許合併使用這三種方法或合併使用

其中的兩種方法57。以下即分別簡單介紹之。 

 

（一） 會計合併法 

「會計合併法」就是在合併報表的基礎上，對金融集團中受監理機構的補充

資本適足率需求（supplementary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進行計算。補充資

本適足率需求按照下列兩項的差額來計算：（1）在集團合併報表的基礎上計算出

來的金融集團的合格自有資本總和，（2）集團內每個不同金融部門的法定資本需

求的總和，對於後者，還包括未受監理金融機構的名目清償力需求58。 

 

 

 

                                                 
56 See ibid., Annex I, second and third paragraphs. 
57 Ibid., Annex I, sub II, Method 4. 
58 Ibid., Annex I, sub II, Method 1(i) and (ii) and third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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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表示，即： 

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 集團合併的自有資本－（銀行法定資本需求 + 保險公

司法定資本需求 + 證券公司法定資本需求 + 未受監理機構名目清償力需求）。 

 

其結果不能是負數，如果是負數，則意味著該金融集團面臨著資本缺額。會

計合併法的基本出發點是完全合併金融集團的會計報表，從而至少從定義上可以

消除集團內自有資本的重複計算。 

 

（二） 扣減與累加法 

「扣減與累加法」就是在金融集團各個機構的報表基礎上，對金融集團中受

監理機構的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進行計算。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按照下列兩項的

差額來計算：（1）集團內每一個受監理機構和未受監理金融機構的合格自有資本

的總和，（2）集團內每一個受監理機構和未受監理金融部門機構的法定資本需求，

和對集團其他機構持股的帳面價值之和。用公式表示就是： 

 

  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受監理機構的自有資本 + 未受監理金融機構的自有

資本）－（受監理機構的法定資本需求 + 未受監理金融部門機構的名目清償力需

求 + 在其他機構持股的帳面價值）。其結果亦不能是負數。 

 

（三） 帳面價值/法定資本需求扣減法 

    「帳面價值/法定資本需求法」出發點和「扣減與累加法」相同，也是在金融

集團各個機構的報表基礎上，對金融集團中受監理機構的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進

行計算，但是計算補充資本適足率的具體方法有所不同。第一步，計算出母公司

或者在金融集團處於主導地位機構的合格自有資本；第二步，計算出母公司或者

金融集團處於主導地位的機構的法定資本需求；第三步，確定「母公司對集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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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構持股的帳面價值」與這些機構的法定資本需求相比哪個數值更高，取數值

較高的用於計算；最後，計算的公式可以表示為： 

    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 母公司的自有資本 － [母公司法定資本需求 + 母公

司在其他機構持股的帳面價值或這些機構的法定資本需求兩項中數值較高的一

項]。其結果也不能是負數。 

    此一方法並沒有將子公司的自有資本考慮進去，提供了一評估集團內潛在雙

重槓桿的簡單方法59。 

（四）「綜合法」 

關於計算資本適足率時，歐盟委員會亦認為監理有應有一定的自由裁量與靈

活的權力，以便對於某個特定的集團綜合使用上述的三種方法。附錄一中規定的

「綜合法」，即規定主管機關可以允許合併使用這三種方法或合併使用其中的兩

種方法。因為很可能對於整個金融集團而言，上述三種方法無一是可行的，儘管

其用於評估集團內子公司的資本適足性的結果可能是很好的。 

 

在上述前三種計算方法中，可被認許的合格自有資本，以及不同金融行業其

法定資本需求的計算，則根據相關的行業監理指令來決定60。在使用第二種或第三

種方法計算受監理機構的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時，應該考慮母公司或在集團內的

其他機構持股的企業所擁有的股份比例。所謂的“股份比例”（proportional 

share），是指該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核准資本的比例61。 

 

                                                 
59 Se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jointly re-
leased by Basle, IOSCO & IAIS, February 1999, Capital Adequacy Principles, p.17 and 22, Annex 1 
and 2. 
60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nnex I, sub II, Method 2(i) and Annex I, sub II, Method 2(ii) 
and Annex I, sub II, Method 3(i). 
61 Ibid., Art. 6(4), second paragraph and Annex I, sub II, Method 2, third paragraph and Annex I, sub II, 
Method 3(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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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前三種方法計算出來的資本適足率需求，是受監理機構的最低資本

適足率需求，《金融集團指令》規定成員國應該要求金融集團內受監理機構，必

須確保在金融集團層次上，其自有資本至少等於透過上述方法計算出來的資本適

足率需求。同時，成員國應該要求受監理機構在金融集團層次上，制定恰當的資

本適足率政策62。 

 

    第三目  監理審查 

    《金融集團指令》規定了協調機構應該在集團層次上，對受監理機構是否遵

守最低資本適足率需求，以及是否制定了恰當的資本充足率政策，來實施監理審

查，應該確保每年至少一次，由受監理機構或混合金融控股公司來對補充資本適

足率進行計算，計算的結果和相關資料由受監理機構提交給協調機構。若該金融

集團並非由受監理機構處於主導地位，則由混合金融控股公司或協調機構認定的

受監理機構提交63。 

 

 鑒於異質性的金融集團的跨業經營特性，在確定資本適足率的監理時，亦應

保證監理者具有一定的彈性權力，這一點對於有效的金融監理而言也是不可缺少

的64。在計算受監理機構補充資本適足率需求時，尤其是在下列情況下，協調機構

可以決定哪些機構排除在計算範圍之外： 

（1）如果該機構位於第三國，且該第三國對交流必要資訊存在法律上的障礙65； 

   （2）對於補充監理的目標而言，此一受監理的機構是可以被忽略的。但如果這

樣的機構的數目衆多，就它們的集體而言，並非微不足道，則需要納入監

理的架構內66； 

                                                 
62 Ibid., Art. 6(2) first and second paragraphs. 
63 Ibid., Art. 6(2). 
64 李仁真，前揭註，頁 234。 
65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6(5)(a). 
66 Ibid., Art. 6(5)(b) and 6(5), second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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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將該機構包括在監理架構內，對於補充監理的目標而言是不恰當的或具

有誤導性的；對此，除非是緊急情況，協調機構在作出決定之前必須先同

其他主管機關商討67。 

 

 

    第四目   小結 

    以下即將金融集團聯合論壇所建議的計算方法，和《金融集團指令》中所提

到計算金融集團資本適足率的方法為一比較以代小結。 

 

    由下表的比較可以看出，在創設避免資本重複計算的方法時，歐盟《金融集

團指令》並沒有試圖創立新的方法，以防止資本雙重計算。金融集團聯合論壇所

建議的方法，以及《保險集團指令》68與《金融集團指令》所描述的方法，在實質

上是相同的，儘管它們在用語上存在著差異性。例如聯合論壇所建議的評估方法：

「基座區格審慎法」、「風險基礎加總法」、「風險基礎扣減法」，分別與《金

融集團指令》中的「會計合併法」、「扣除與累加法」、「帳面價值∕法定資本

需求法」相對應。這裡所對應的三種方法是相類似的，因為它們具有同樣的目的，

即評估整個集團的合格資本與法定資本需求的差額，並且都強調雙重槓桿的排

除。它們也是同等的，因為在可接受的程度內，其適用於金融集團內的各機構時，

也可以產生類似的結果69。 

 

 

                                                 
67 Ibid., Art. 6(5)(c) and 6(5), third paragraph. 
68 《保險集團指令》於附錄一亦提出了避免資本雙重計算的三種方法，分別是「累加與扣減法」
（Deduction and Aggregation method）、「法定需求扣減法」（Requirement deduction method）及「會
計合併基礎法」（Accounting consolidation-based method），詳細計算方法內容和《金融集團指令》
所描述的方法類似。For details, see Insurance Groups Directive, Annex I, 3. Method 1-3. 
69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n EU Directive on 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
glomerates”, Consultation Document, December 2000, pp.19-20,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internal_market/financial-conglomerates/docs/consult_en.pdf,  
last visited: 2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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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團聯合論壇報告 
1999 

金融集團指令 
2002 

「基座區隔審慎法」 

 

 使用合併報表 

 將財務報表分為不同的部門或類別 

 將集團內每一成員的個別資本需求∕名目

資本予以加總 

 將上述資本需求∕名目資本和合併資本加

以比較 

「會計合併法」 

 

  使用合併報表 

  計算集團合併的自有資本總和 

  將集團內每個不同金融部門的法定資本  

    需求予以加總（包括名目清償力需求） 

  將上述資本需求和合併資本加以比較 

「風險基礎加總法」 

 

 使用未合併的財務報表 

 將集團中每一機構的資本予以加總 

 將集團內相互持有的法定資本予以減除，

以調整資本雙重利用 

 將集團中每一機構的個別資本需求∕名目

資本予以加總，得到資本需求總額 

 上述資本需求總額自調整後之全部集團資

本中扣除，以計算資本溢額或缺額 

「扣減與累加法」 

 

  使用未合併的財務報表 

  將受監理機構和未受監理金融機構的合 

    格自有資本予以加總 

  扣除受監理機構和未受監理金融部門機 

    構的法定資本需求的總和 

  扣除在其他機構持股的帳面價值 

「風險基礎扣減法」 

 

 使用未合併的報表 

 以母公司的立場進行分析 

 假設前提係對子公司採按持股比例合併 

 公司資本應扣除其在子公司的投資額 

 公司資本隨個別子公司的資本溢額或缺額

而增加或減少 

 調整後的母公司資本減去母公司個別的資

本需求，以得全部集團的資本溢額或缺額

「帳面價值/法定資本需求法」 

 

  使用未合併的報表 

  計算母公司的合格自有資本 

  扣除母公司的法定資本需求 

  扣除母公司對集團其他機構持股的帳面 

    價值（或扣除個別子公司的法定資本要 

    求） 

 

表四之二：計算金融集團資本適足率方法之比較70 

    
                                                 
7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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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集團內部交易與風險集中之監理 

    除了資本適足性之監理外，指令中另外一個核心監理內容，即是對於金融集

團內受監理機構，有關於風險集中與集團內部交易之補充監理的要求71。以下先針

對集團內部交易之概念、類型為一介紹，之後再就風險集中的概念，以及對於兩

者如何加以監理予以論述。 

 

    第一目  集團內部交易（intra-group transactions） 

    《金融集團指令》中對集團內部交易進行了界定，其定義為：「金融集團內

受監理機構，直接或間接地依靠同一集團內的其他企業，或與其他企業有“緊密

聯繫”的自然人或法人從事的所有交易，不管這種交易是否是契約型的，或是否

已經實際支付。72」 

    從監理的角度而言，集團內機構監的相互依賴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客觀地分

析該定義，會發現此種界定過於廣泛，不利於在實際監理中對相關受審慎監理關

注的交易進行評估，因此，對於相關應列入監理範疇的內部交易，採取列舉的方

式是非常有幫助的73。雖然指令中並未詳細列舉內部交易的類型，但原則上仍應基

於聯合論壇所提出的集團內部交易原則報告為基礎，審慎監理集團內部的交易。 

 通常，集團內部交易的類型繁多，主要包括： 

（1）交叉持股行為（cross shareholding）； 

（2）集團內的一個公司與集團內的另一個公司交易行為或代表後者交易； 

（3）在金融集團內部有短期流動性資產之配置的集中管理系統（central man-

agement）； 

（4）向集團內的其他公司提供或從其他公司獲得保證、貸款、承諾； 

（5）管理準備或其他服務安排，如：退休金安排或後臺服務； 

                                                 
71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s 7(1) and 8(1), in connection with Annex II. 
72 Ibid., Art. 2(18).  
73 Supra note 69,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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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主要股東的大額暴險，包括貸款和表外暴險，如：承諾和保證； 

（7）因與集團內的其他公司客戶資產配置所產生的暴險； 

（8）向集團內的其他公司之資產買賣行為； 

（9）透過再保險轉移風險； 

（10）在集團內部成員之就第三人關係風險之移轉交易74。 

 

    集團內部交易之監理，過度之管制與干預反而有礙於市場的競爭機制，過與

不及如何拿捏並不容易。但在下列四種情形，集團內部之交易會引起主管機關的

重視，如：（1）受監理機構有不當地移轉資本或收益之情形；（2）縱使交易雙

方皆無非常規交易之情形，但該交易仍屬不應准許或有害及受監理機構之虞者；

（3）對集團內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和獲利能力有負面影響；（4）成為監理套利

的手段，從而逃避遵守資本適足率和其他監理規則者75。    

 

    第二目  風險集中（risk concentration） 

    根據《金融集團指令》之定義，風險集中是指：「由金融集團內機構可能産

生損失的所有暴險（exposure），而這些暴險之數額大到已足夠對金融集團受監理

機構的清償能力，或對財務狀況的安全構成威脅。這些暴險可能是源於信用風險/

交易對家風險、投資風險、保險風險、市場風險、或者上述風險的綜合或相互作

用而引發76。」由該概念可以看出風險集中具有以下的特徵： 

1. 在金融集團內一個或多個機構所可能承受的潛在損失。 

2. 其數額之大足以損害金融集團內一個或多個相關機構的清償能力，或威脅

其核心業務之繼續營運。 

                                                 
74 The Joint Forum , Intra-Group Transactions and Exposure Principles, Basel, December 1999, p.1-2. 
75 Ibid., p.5. 
76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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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由以下原因所引發：源於對客戶的信用暴險、與風險相關的公司或不動

產的投資、地區性或其他相關聯的保險風險、或源於投資或契約等風險的

綜合或相互作用77。 

 

    金融集團內的風險集中態樣繁多，主要包括源於下列數者之暴險：（1）個別

交易對手（individual counterparties）；（2）個別交易對手群體或其相關企業（groups 

of individual counterparties or related entities）；（3）特定地區交易對手（counterparties 

in specific geographical locations）；（4）行業各部門；（5）特定產品；（6）服務

提供者及（7）自然災害或巨災78。 

 

    但並不是所有的風險集中在本質上都是具有危害性的，某種程度的風險集中

是業務策略、產品專業化、客戶特定化的必然結果。因此，監理官需要在金融集

團業務集中所帶來的好處與風險間取得平衡。在認定風險時，監理官必須考慮透

過風險集中產生巨額損失的不同方法79。 

 

    第三目  對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之管制 

    就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而言，歐盟相關立法監理的重點主要表現在以下

四個方面：風險之蔓延（risk contagion）、利益衝突之風險（conflict of interests）、

監理套利（supervisory arbitrage）、以及對於集團內暴險的廣泛審視（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risk exposures within a group）。其受到關注的程度會隨著特定交易間或

是風險集中的類型不同而定80。歐盟銀行監理規則主要是集中於風險集中，《大額

暴險指令》（the Large Exposures Directive）對源於集團內部交易的暴險規定了一

                                                 
77 Supra note 69, p.25. 
78 The Joint Forum, Risk Concentrations Principles, Basel, December 1999, p.2. 
79 Ibid., p.7. 
80 For details, see supra note 69, p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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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總量上的限制。同時，報告制度亦讓監理者有機會監控相關的交易81。歐盟的諸

多指令對所有三個金融行業過度的風險集中進行了管制，然而，其範圍和方法存

在著相當的差異性82。 

    正由於此種差異性的存在，也就會產生潛在監理套利的問題。有鑑於此，對

異質性金融集團中風險集中和內部交易進行管制，便是歐盟對金融集團有效監理

所必須解決的難題。歐盟委員會認為對風險集中和內部交易的管制應基於下列三

大支柱（three pillars）： 

1. 具有有效內部控制機制與管理系統的內部管理制度； 

2. 要求向監理官報告（reporting requirements to supervisors）； 

3. 有效的執行監理的權力（supervisory enforcement powers）83。 

實際上，這些建議和金融集團聯合論壇所倡導的原則相一致。 

 

考慮到金融集團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所存在的風險和潛在損失，《金融

集團指令》在保持行業監理指令有效性的前提下，對金融集團內的受監理機構的

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實施補充監理。成員國應該要求受監理機構、混合金融

控股公司、或主管機關認定的受監理機構，定期和每年至少一次，向協調機構報

告金融集團重要的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情況84。 

    在對成員國的立法作出進一步的協調之前，成員國的立法可以對金融集團的

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確定數量限制（quantitative limits）和定性要求（qualitative 

                                                 
81 Council Directive 92/121/EEC of 21 December 1992 on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large expo-
sure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now this directive has been codified in Council Directive 2001/34/EC. 
82 對於信用機構和證券公司而言，其受到大額暴險指令規則的約束，其目的在於監控並限制單
一機構及集團對單一客戶或一群存在關聯的客戶的暴險，其數量上的限制則由單一監理資本的百

分比來計算，在集團的情況則是以集團的合併資本來計算之；至於保險業則是受到“資產擴散”

（asset spread）規則中數量限制的約束。和信用機構及證券公司不同，此一數量上的限制並不是
依機構的資本為標準來衡量，而是依保險業的技術準備金（technical provisions）。 
83 Supra note 69, p.30. 
84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s 7(2) and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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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但此僅限於集團內部交易85），或者允許其主管機關作出數量限制

和定性要求，或採取其他有助於達到補充監理目的的其他監理措施86。 

    在指令附錄二中《關於集團內部交易及風險集中條款的技術性適用》，對此

一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規定。除了成員國應該要求受監理機構在金融集團層次上

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外，協調機構在與其他主管機關協商後，應該對金融集

團受監理機構所報告的交易和風險種類作出確認87。在對交易和風險種類作出界定

和提供他們自己的看法時，協調機構和主管機關應該考慮金融集團特殊的集團結

構和風險管理結構。為了確定所要報告的重要的集團內部交易和風險集中，協調

機構在與其他主管機關和金融集團協商後，應基於自有資本和/或技術準備金，加

以確定適當的臨界點。協調機構應該要特別監督金融集團存在的風險蔓延的可能

性、利益衝突的風險、規避行業監理指令的風險、和風險總額或風險水平。各成

員國可以允許其監理當局，在金融集團的層面上，適用關於集團內部交易與風險

集中的行業監理規則的規定，以特別防止規避行業監理規則的行為88。 

 

第三款 風險管理和內控制度 

    《金融集團指令》要求受監理機構在金融集團層次上，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

措施和內部控制機制，包括良好的行政管理和會計方法89。風險管理措施應該包括： 

                                                 
85 關於設定風險集中的數量限制問題，歐盟委員會認為就目前而言是不可行的，但考慮到數量
限制對於金融集團監理的重要性，《2001年金融集團指令草案》採取了靈活的作法將這個問題讓
各成員國進行自行裁量，對於集團內部交易和風險集中並無不同的處理，見 Proposal for a Di-
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
stitutions, insurance undertakings an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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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uncil, April 24 2001, 
COM/2001/0213 final [hereinafter Proposal for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 6(4), avail-
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1:0213:FIN:EN:PDF,  
last visited: 2005/6/9。但在最終確定的指令中，對於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卻採取不同的處理。 
86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Arts 7(3) and 8(3). 
87 Ibid., Annex II, first paragraph, referr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s 7(2) and 8(2). 
88 Ibid., Annex II, second and third paragraphs. 
89 Ibid., Art.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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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了良好的治理和管理措施，在金融集團層次上由適當的管理機構核

准和定期審查有關風險的策略和政策； 

（2） 建立了適當的資本適足率政策，以便能夠預測他們的業務策略對風險組

合和資本需求的影響； 

（3） 建立了適當的程序，以確保風險監控制度能夠與其組織充分地整合，          

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在所有屬於補充監理範圍內的企業實施的制度          

能夠一致，以便在金融集團層次上衡量、監督、和控制風險90。 

 

    內部控制機制則包括： 

（1） 關於資本適足率的適當機制，以便確認和衡量所有重大風險，將自有資

本與風險適當地相聯繫； 

（2） 良好的報告和會計程序，以確認、衡量、監督並控制所有的集團內部交

易和風險集中91。 

 而對於與補充監理目的相關的資料和資訊，成員國應該確保包括在補充監理

範圍內的所有企業建立適當的內部控制制度。而前述所提到的程序和機制亦必須

受到協調機構的監理審查92。 

 

第三項 促進補充監理的措施 

    《金融集團指令》其中一個主要的目標即是促進補充監理措施（measures to 

facilitat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的引進。補充監理要求金融集團機構間資訊的

交換，以及負責監理金融集團內受監理機構的主管機關間的資訊交換和合作93。以

下即分別就協調機構、主管機關間的合作和資訊交流、及相關執行措施為一介紹。 

 

                                                 
90 Ibid., Art. 9(2)(a)-(c). 
91 Ibid., Art. 9(3)(a)(b) 
92 Ibid., Arts 9(4) and 9(5). 
93 See Proposal for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 Explanatory Memorandum, p.7, Arts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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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協調機構 

第一目  協調機構的任命（appointment） 

為了確保對金融集團受監理機構的補充監理，《金融集團指令》引進了“協

調機構”（coordinator）制度。單一協調機構負責協調和實施補充監理，由成員國

主管機關中任命94。協調機構的任命應該基於下列標準： 

(a) 如果受監理機構在金融集團中處於主導地位，則由依照相關行業監理指令

向該受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主管機關，來實施協調機構的職責95。 

 

(b) 如果金融集團不是由受監理機構處於主導地位，則由依照下列原則所確立

的主管機關來實施協調機構的職責： 

(i) 如果受監理機構的母公司是混合金融控股公司，協調機構則由依照

相關行業監理指令，向該受監理機構發放授權的主管機關擔任96。 

(ii) 如果在金融集團內有一個以上的受監理機構在共同體設有總部，而

這些受監理機構的母公司為同一個混合金融控股公司，其中一個受

監理機構在混合金融控股公司設有總部的成員國獲得授權，則由這

個成員國的主管機關承擔協調員的職責。 

 

如果一個以上的受監理機構都在混合金融控股公司設有總部的成員

國獲得授權，而且都活躍（active）在不同的金融部門，則由活躍在

最重要金融部門的受監理機構之主管機關，來承擔協調機構的職責。 

 

如果在金融集團內有不只一個混合金融控股公司，它們在不同成員

國設有總部，而在這每一成員國中都有一個受監理機構，如果這些

受監理機構都屬於同一個金融部門，協調機構的職責則由擁有最大

                                                 
94 Ibid., Art. 10(1). 
95 Ibid., Art. 10(2)(a). 
96 Ibid., Art. 10(2)(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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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總額（largest balance sheet total）的受監理機構之主管機

關擔任，或者由最重要金融部門的受監理機構之主管機關擔任97。 

(iii) 如果有一個以上的受監理機構在共同體內設有總部，它們的母公司

都是同一家混合金融控股公司，但這些受監理機構沒有一家是在該

混合金融控股公司設有總部的成員國獲得授權，則協調機構的職

責，由在最重要的金融部門擁有最大資產負債表總額的受監理機構

之主管機關所承擔98。 

 

(iv) 如果金融集團沒有母公司，協調機構的職責則是由在最重要金融部

門內擁有最大資產負債表總額的受監理機構之主管機關擔任99。 

 

    上述確定協調機構的標準也有適用的例外，當考慮到金融集團結構及其在不

同國家的業務的重要性，適用這些標準有可能變得不適當。相關監理當局可以透

過共同的協定中止適用上述標準，並任命不同的主管機關作為協調機構。在這種

情況下，主管機關在執行決定之前，應給予金融集團有對該決定陳述自己觀點的

機會100。 

    第二目  協調機構的職責 

《金融集團指令》對協調機構在補充監理方面的職責作了詳細的規定，主要

包括下列任務：（1）在正常或緊急情況下，對於相關或重要資訊的收集和散發予

以協調；（2）對金融集團的財務狀況進行監理審查和評估；（3）對遵守資本適

足率、風險集中和集團內部交易規則的情況進行評估；（4）對金融集團的結構、

                                                 
97 Ibid., Art. 10(2)(b)(ii). 
98 Ibid., Art. 10(2)(b)(iii). 
99 Ibid., Art. 10(2)(b)(iv). 
100 Ibid., Ar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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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和內部控制制度進行評估；（5）與主管機關合作，對於在正常或緊急情況

下的監理活動作出計劃和協調；（6）由《金融集團指令》賦予的其他職責101。 

    除了上述指令規定的監理職責外，指令還規定了協調機構和其他主管機關應

該制定協調協定（coordination arrangement），以便在更廣泛的法律基礎上，促進

和建立補充監理。協調協定可以賦予協調機構額外的職責，特定主管機關之間於

認定金融集團、補充監理措施方面所作出決策的程序，以及和其他主管機關間的

合作102。雖然指令賦予協調機構補充監理金融集團內受監理機構的特別職責，但

這並不意味其可以影響行業監理指令規定原本主管機關的任務和責任103。 

 

第二款  監理當局間的合作和資訊交流 

    （一）  監理當局間合作和資訊交流的內容 

    指令規定負責監理金融集團內受監理機構的主管機關，和被任命爲金融集團

協調機構的主管機關，應該彼此緊密合作。在不影響行業監理指令規定的主管機

關各自監理責任的前提下，這些監理當局，無論是否在同一成員國，都應該互相

提供有助於其他監理當局行使他們監理職責的監理資訊。主管機關和協調機構應

該在對方要求下互相提供相關資訊，或者主動提供所有重要資訊104。 

    有關監理當局和協調機構之間的監理合作，至少包括收集和交流下列資訊：

（1）對金融集團中所有主要機構的集團架構的確認，和對金融集團內受監理機構

的有關監理當局的確認；（2）金融集團的策略經營政策；（3）金融集團的財務

狀況，包括：資本適足率、集團內部交易、風險集中和獲利能力；（4）金融集團

的主要股東及管理階層；（5）在金融集團層次上的組織架構、風險管理與內部控

                                                 
101 Ibid., Art. 11(1). 
102 Ibid., Art. 11(1), second paragraph. 
103 Ibid., Art. 11(3). 
104 Ibid., Art. 12(1). 



 136

制制度；（6）從金融集團中各機構收集和確認資訊的程序；（7）金融集團受監

理機構不利事項、或集團內其他機構所遭受可能對其造成嚴重影響的不利事項；

（8）主管機關根據行業監理指令或本指令規則，所採取的重大制裁措施或特別措

施105。 

    在不影響主管機關根據行業監理指令所規定的監理責任的前提下，如果主管

機關就某些事項作出的決定，對於其他監理當局的監理職責具有重要意義，那麽

在作出決定之前應相互協商。這些事項包括：（1）金融集團中受監理機構的股東、

組織架構或管理階層的變更，而變更需要獲得主管機關的批准或授權；（2）主管

機關所採取的重大制裁措施或特別措施。但在緊急情況下或協商可能損及決定實

效性的情況下，主管機關可以決定不予協商，但主管機關必須立即通知其他主管

機關106。 

    成員國應當授權主管機關間，以及主管機關與其他當局之間進行資訊交流。

收集或保存金融集團中有關未受監理機構的資訊，並不暗示主管機關被要求對該

機構承擔監理職責。另外，指令還對資訊保密義務作了明確的規定，由補充監理

架構所獲得資訊，特別是主管機關間以及主管機關與其他當局之間的資訊交流，

必須遵守行業監理指令關於資訊保密和機密資訊交流的相關規定107。 

    （二）  資訊交流障礙的排除 

    就法律障礙而言，指令第 14條規定了資訊的獲取權（Access to information），

進一步對資訊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其規定各成員國應確保在其管轄範圍內，

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礙，來阻礙自然人與法人（無論是否是受監理機構）間對補充

監理所需要的資訊交流。成員國應當規定，當他們負責補充監理的主管機關，直

                                                 
105 Ibid., Arts 12(1) (a)-(h). 
106 Ibid., Art. 12(2). 
107 Ibid., Art.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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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非間接地與金融集團內的實體（無論是否是受監理機構）聯繫時，主管機關

可以接觸到任何與補充監理目的有關的資訊108。 

    （三）  資訊的確認 

    為了確保被監理的金融集團中的受監理機構及其他監理者所提供的資訊具有

重要性，從而防止誤導監理，指令第 15條特別規定了對於資訊的確認（verification）

程序。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 要求確認的條件。在特定情況下，主管機關在適用本指令時，希望確

認在另一成員國境內的金融集團中機構的資訊，它們可以請求該成員

國的主管機關對資訊進行確認； 

二、 進行確認的主體。當監理當局收到此種確認資訊的請求，在其能力範

圍內，既可以自行確認，也可以讓審計人員或專家進行確認，或者允

許提出請求的主管機關自行確認或參與確認109。 

 

第三款  強制執行措施 

    為確保補充監理順利實施，《金融集團指令》規定了協調機構和成員國主管

機關在實施過程中可以採取的強制執行措施（enforcement measures）。當金融集

團中的受監理機構未能遵守指令規定的條件，或雖然遵守了這些條件，但其清償

能力可能遭受損害，或者其集團內部交易或風險集中已經對受監理機構的財務狀

況的安全構成了威脅，混合金融控股公司的協調機構，和受監理機構的主管機關

（在這種情況下，協調機構必須向主管機關通知其所發現的結果），必須儘快採

取必要措施以糾正這些狀況。主管機關包括協調機構在必要時應該協調它們的監

理行動110。 

                                                 
108 Ibid., Art. 14. 
109 Ibid., Art. 15. 
110 Ibid., Ar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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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業監理指令進一步協調之前，成員國應當規定主管機關有權採取任何必

要的監理措施，防止金融集團中受監理機構規避行業監理指令的行爲。在不影響

成員國刑法規定效力的前提下，成員國應確保目的在消除違法行為的任何懲罰或

措施，可以施加刑罰於混合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實質的經理人。在某些情況下，監

理措施的執行需要法院的介入。主管機關必須緊密合作，確保懲罰或監理措施能

夠產生預期的結果111。 

 

第四項 評析 

    歐盟《金融集團指令》之立法，對於金融集團之監理具有綜合性與全方位性

的特點，可以說是金融集團監理的一大突破與飛躍。在肯定其對於金融集團監理

的積極面時，也應注意到其不足之處。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於制定該指令時，曾徵詢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112以及經

濟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ESC）113對於《2001年金融集團

指令草案》之意見。兩者之意見大體而言，均贊同該指令在共同體的層次上對於

增強金融穩定所做的努力，特別是在避免資本雙重計算、對於內部交易之監控、

以及促進監理之合作等方面114。然而，兩者對於指令的缺點的批評卻是相異其趣：

ECB 主要認為指令關於某些條文的規定過於模糊不清，而需要更進一步的明確化

和具體化；ESC 主要關注在因適用指令後，可能導致歐盟內部和外部競爭上的不

利影響（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petitive effects）115。 

                                                 
111 Ibid., Art. 17. 
112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of 13 Sept. 2001, CON/2001/25, 2001 O.J. (C271) 10 [here-
inafter ECB Opinion], available at http://www.ecb.int/ecb/legal/pdf/c_27120010926en00100014.pdf, 
last visited: 2005/6/12. 
113 Opin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17 Oct. 2001, 2002 O.J. (C36) 1 [hereinafter ESC 
Opinion], available at 
http://eescopinions.esc.eu.int/viewdoc.aspx?doc=\\esppub1\esp_public\ces\int\int108\en\ces1309-2001
_ac_en.doc, last visited: 2005/6/12. 
114 See ECB Opinion, at ¶4 and ESC Opinion, at ¶3.1-3.2. 
115 Cameron Half, Howell E. Jackson and Hal Scott,“Evolving Trends i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s of Cross-Sectoral Super-
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United Kingdom,”Harvard Law School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minar, April 30, 2002, p.87,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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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B 批評了指令關於金融集團的定義，認為有些部分賦予監理當局過多的彈

性，而有侵害法律適用一致性之虞116。而關於金融集團的確認，其認為對於協調

機構是一項額外的工作，建議指令可以考慮金融集團自己確認（self-identification）

的方式，讓監理當局有最後決定其是否為金融集團之權。此外，也建議每年定期

發布更新有關需受補充監理的金融集團、旗下的受監理機構、以及其協調機構的

清單117。而在評論有關因各國資本規定的差距和分歧，所可能造成監理套利的情

形時，也再次強調可能會造成審慎監理架構其結構上的不確定性，而這種情況應

儘可能的加以避免118。 

 

    和 ECB之作法形成對比，ESC則提倡用更有彈性的方法來認定金融集團，例

如：收入、資本、資產負債表總額或其他參數，而非在指令中具體化119。其提及

在合併監理時所可能造成的潛在競爭上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於金融集團內跨部

門多餘資本移轉性和可獲得性所做的限制120。而資本的成本可能導致金融集團成

本之提高，其所提供服務的成本亦同121。最後，ESC 強調歐盟單方面強加於金融

集團之補充監理的行動，可能會導致歐盟的金融集團，相較於非歐盟的對手，會

遭受競爭上的重大不利地位122。 

 

    其他對於指令的相關批評還包括：建立一套橫跨保險和銀行的資本計算方法

的統一系統，可能會過度地耗費成本，以及增加過多的行政官僚成本123。有論者

認為歐盟監理架構仍然不成熟，且在其他國家還未實行像歐盟同等規則之前，將

會使歐盟金融機構處於競爭上不利的情勢。然而，亦有報告認為美國的監理已採

                                                                                                                                            
http://www.law.harvard.edu/programs/pifs/pdfs/cameron_half.pdf, last visited: 2005/6/12. 
116 See ECB Opinion, at ¶7. 
117 Ibid., at ¶5.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定期在網上更新合乎資格的金融控股公司之資料，見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generalinfo/fhc/. 
118 See ECB Opinion, at ¶11. 
119 See ESC Opinion, at ¶4.3. 
120 Ibid., at ¶4.4. 
121 Ibid., at ¶5.2. 
122 Ibid., at ¶5.5. 
123 Cameron Half, supra note,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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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完全合併，其他國家如瑞士也正在實行相同的規則，而保持高度審慎標準事實

上對於歐洲金融市場無疑也是一項資產124。 

 

    另外，雖然指令確立了協調機構制度，然而應注意歐盟也只是在形式上、宏

觀上建立與金融集團相應的功能性監理架構。實際上，歐盟各成員國的金融監理

體制是相異的，比如：英國、德國、奧地利、丹麥、瑞典等實行的是單一監理官

模式，但仍有七個國家仍採用機構型監理模式125。因此，指令中的協調機構制度，

是成員國建立功能性監理架構的先驅。然而，對於歐盟而言，統一的泛歐盟的金

融監理機構的建立依然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任務126。 

     

第三節 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相關監理規範 

    美國早期的銀行型態可承銷與買賣證券，1929 年紐約股市崩盤所造成的經濟

大蕭條，引發美國國會於 1933年訂定「銀行法」（Glass-Steagall Act），主要目

的在穩定金融秩序，重建金融制度，其明文規定將美國銀行區分為商業銀行和投

資銀行，因而限制了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及保險公司的跨業經營。另外，並於 1956

年通過「銀行控股公司法」限制分行的設立，來規範銀行控股公司規避跨州經營

限制的情形。 

    由於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新金融商品不斷創新，金融服務之界線乃變得更

加模糊，銀行、證券及保險等金融相關行業間的合作須更加密切。為了因應國際

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和和提升美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刺激美國國會於 1999

                                                 
124 Alain Lipietz, 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Monetary Affairs, Report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5-0060/2002 Final—PE 307.449), 27 February, 2002, p.33, available at 
http://www2.europarl.eu.int/omk/sipade2?PUBREF=-//EP//NONSGML+REPORT+A5-2004-0280+0+
DOC+PDF+V0//EN&L=EN&LEVEL=2&NAV=S&LSTDOC=Y, last visited: 2005/6/12. 
125 For details, see Frank Dierick,“The supervision of mixe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in Europe,”
ECB 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No.20 August 2004, p.29. This paper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ECB’s website http://www.ecb.int. 
126 黎四奇，前揭註，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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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或稱為

Gramm-Leach-Bliley Act，簡稱GLB），廢除了之前對於跨業經營的限制，並增列

金融控股公司章節，允許適格的銀行控股公司經營如同金融控股公司般的業務，

打破了金融業的行業經營界限，創造了金融控股公司新的金融組織型態。 

    美國其所採行的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集團組織模式，亦為我國所採行，其對

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原則和架構也因此值得我國加以借鑒。以下首先將針對美

國金融監理體制架構為一介紹，以作為我國未來金融監理發展之參考。 

 

第一項 概述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以下

簡稱 FRB）的銀行監理部門（Division of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於 2002

年 8月 15日發布標題名稱為「金融控股公司監理架構」（Framework for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Supervision）的 SR 00-13號監理通函127，對於 FRB監理金融控

股公司的目的與範圍提出指導綱領。為釐清監理機關間與功能性監理機關之行政

權責與業務關係，乃發佈該監理通函，此架構將作為 FRB監理人員監理金融控股

公司旗下銀行、保險及證券等子公司，其主要監理機關間協調合作的準據。SR 00-13

號監理通函是美國監理金融控股公司主要的依據，本節將詳細加以介紹128。 

 

                                                 
127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Supervision Letter SR 00-13, August 15,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RLETTERS/2000/SR0013.htm, last visited: 2005/6/12. 
[hereinafter SR 00-13] 
128 關於本部份之內容，參閱許國勝、謝人俊譯，美國金融控股公司監理架構，存款保險資訊季
刊，第 14季第 4期，民國 90年 6月，頁 151-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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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陳欽奇，金融控股公司的資本適足性比率與監理原則，臺灣土地金融季刊，第 39卷第 2
期（No.158），民國 91年 6月，頁 7-10；黃仁德、曾令寧，金融控股公司監理之研究，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民國 91年 11月，頁 15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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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金融控股公司監理架構   

第一款   監理機關的角色   

    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是由 FRB 扮演傘狀監理機關（umbrella su-

pervisor）的角色，負責金融控股公司的合併監理（consolidated supervision），亦

即以合併（consolidated）或集團整體的基礎（group-wide basis）來評估金融控股公

司，確保金融控股公司不會威脅到它旗下存款機構子公司的生存能力。FRB 對於

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方式，將隨著金融控股公司經營業務與結構的變化而逐漸演

進，並視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不同性質組合而做適當的

調整。 

   

    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存款機構子公司，係由它們特定的（聯邦及州）銀行或

儲貸機構的主要監理機關負責監理，GLB法案並未改變 FRB擔任金融控股公司監

理機關的角色，因為傳統上 FRB已儘可能地倚賴該等監理機關的協助。而經營證

券、商品期貨或保險業的非銀行（或非儲貸機構）子公司，係由它們適當的功能

性監理機關負責監理。這些「功能性受監理的子公司」（functionally regulated 

subsidiaries）129，包括：經紀商、交易商、投資顧問、在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 SEC）登記及管理的投資公司（或在任何一州登

記的投資顧問公司）、接受州政府保險局監理的保險公司或保險經紀人，以及從

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簡稱CFTC）監

理業務的非銀行子公司130。 

 

                                                 
129 「功能性受監理的子公司」之定義，是指：「任何公司並非銀行控股公司或存款機構，並且是
(i)依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註冊的承銷商或交易商；(ii)在 SEC或州註冊，或者以 SEC或州
名義註冊的投資顧問公司，業務為投資顧問及投資顧問附屬業務；(iii)依據《1940年投資公司法》
註冊的投資公司；(iv)保險公司，業務為州保險監理機關監理的保險或其附屬業務；(v)由 CFTC
管理的機構，開展商品業務或其附屬業務。」See 12 U.S.C. §1844(c)(5).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tion §111. 
130 SR 00-13, supra note. 



 143

    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架構即如下圖五之一所示。 

 

 

圖四之一：美國金融控股公司監理架構圖131 

 

 

第二款   金融控股公司監理的目標 

    FRB 作為傘狀監理機關，將確保金融控股公司以安全與穩健的方式營運，使

其財務狀況不會威脅到旗下存款機構子公司（depository institution subsidiaries）的

生存。對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從事多角化經營金融業務的控股公司）採取合併

監理是重要的，因為多角化業務經營所帶來的風險會影響到其旗下各個法人以及

各個業務部門。因此，對金融控公司的監理目的，乃以合併或集團整體為基礎，

來辨識及評估可能存在於金融控股公司多角化經營業務中的重大風險，以評估此

等風險對旗下存款機構子公司安全與穩健經營的影響程度132。 

 

    存款機構子公司依然由其特定的銀行或儲貸機構的主要監理機關負責監理，

而經營證券、期貨商品、或保險業務的非銀行或非儲貸機構的子公司，則是由其

                                                 
131 資料來源：Frank Dierick, ECB Occasional Papers, supra note, p.34. 
132 SR 00-13,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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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功能性監理機關負責監理。因此，FRB 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重點，將

集中於金融控股公司的財務實力與穩定性、合併的風險管理過程，以及整體的資

本適足性133。 

 

    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並非採取如同對單一銀行的監理模式，也不是

重覆或取代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原屬主要的銀行、儲貸機構、或功能性監理

機關的監理。對於日趨多角化經營、內部業務交叉往來頻繁，且風險大量增加的

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一方面要保護它旗下存款機構子公司；另一方面，對控股

公司旗下子公司，亦不希望增加其過度重複或繁重的負擔。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

司的監理，乃希望在這兩個目標間取得平衡。FRB 認為有效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監

理，必須滿足下列的要件： 

1. FRB與銀行、儲貸機構及各功能性監理機關間，以及國外監理機關間，應

建立堅固及合作的關係。這種關係乃尊重個別的法定機關與相關監理機關

的職權，但應同時強化彼此間的資訊交流和合作，在未造成重複或過度負

擔的情形下，使個別監理機關能有效執行其職權。 

2. FRB應充分依賴銀行、儲貸機構及各功能性監理機關所彙編的報告，以及

金融控股公司下（包括受監理與未受監理機構）公開可利用的資訊。 

3. 繼續執行風險聚焦監理（risk-focused supervision）134、檢查過程以及重視

市場紀律135。 

 

 

                                                 
133 Ibid. 
134 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監理的架構與過去對銀行控股公司的監理並無不同，對較大型複雜的金融
控股公司仍然沿襲之前的方式，即以風險為聚焦的監理（risk-focused supervision）。本文不擬對
此做介紹，詳細內容請參閱阮品嘉，對金融控股集團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月旦法學雜誌，第

102期，2003年 11月，頁 155-157；許國勝、謝人俊譯，美國財政部金融管理局對大型銀行之
監理（上），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 17卷第 2期，頁 160以下；黃仁德、曾令寧，現代銀行監理
與風險管理，台北，台灣金融研訓院出版，增修訂二版，民國 92年 6月，頁 488-499。 
135 SR 00-13,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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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實踐 

    FRB 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作業分為三大範疇，包括：資訊蒐集、風險評

估與監理合作；持續監理 ；以及促進健全經營與加強資訊揭露。以下分述之。 

 

      第一目  資訊蒐集、風險評估與監理合作 

    為了盡到完整收集相關資訊的責任，FRB 必須和各功能監理機關保持密切的

互動並隨時交換相關的資訊。此外，FRB 也必須和金融控股公司內部的高級管理

階層及董事會建立良好的關係，並隨時從金融控股公司取得即時的資訊，同時為

了了解金融控股公司在整個集團層面如何落實風險控管及內部稽核的工作，和主

要業務部門主管及負責內部稽核、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部門的主管建立堅固的聯

繫關係也是必要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FRB 必須定期評估整個金融控股公司集團層面的風險管

理與控制的執行過程，並有限度地進行適當的交易測試（transaction testing），以

確保整個風險管理系統的運作能充分且適當地反映風險情形，以及確定其是否切

實遵循相關法令的要求。此外，FRB 也必須定期與金融控股公司內部的高級管理

階層與董事會成員進行相關的討論，以掌握金融控股公司的最新營運情形，同時

主管機關亦可趁此機會告知其相關缺失並應做哪些改正136。由此可見和歐盟金融

集團指令一樣，皆強調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充分意識到內部控制的建構與運行的

完善與否，乃規制金融集團風險的基礎。 

 

      第二目  持續監理 

持續監理（ongoing supervision）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結構、管理與申請程

序；報告與檢查137；資本適足性；集團內部暴險與風險集中；強制執行權力

                                                 
136 Ibid. 
137 FRB僅在特殊情形下，始可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子公司提交報告或對其進行檢查。FRB
要求接受「功能性受監理子公司」提交報告時，子公司得就其對主管機關提交的報告，對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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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power）。本文將重點放在資本適足性、集團內部暴險與風險集中以

及強制執行權力等方面。 

 

（一） 資本適足性 

    FRB 負責評估金融控股公司整體的資本適足性，其最終目標在於使已參加存

款保險的存款機構子公司，免於遭受該公司組織內非銀行部門不利經營的影響。

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評估，乃依據該整體組織之整體風險狀況作整體評估。FRB

為了確認金融控股公司整體的資本部位適足性，將審查金融控股公司內部風險評

估及有關的資本分析過程。這樣審查將包括：考量目前的及未來的經濟情況、未

來營業發展計畫、可能的壓力情境、內部風險控制及稽核程序138。金融控股公司

如果屬於銀行控股公司者，必須受 FRB所訂定之金融控股公司資本指導方針的規

範，該指導方針明定最低資本比率，以作為額外的監理審查與改正措施的標準139。

FRB 也將檢討應用在金融控股公司的資本適足性規定，在適當情況下，亦得將上

述規定應用於多角化經營金融業務的金融控股公司140。 

 

    雖然 FRB負責評估金融控股公司整體的資本適足性，但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

司的銀行、儲貸機構及功能性監理機關，將繼續對其所管轄的受監理成員制定及

實施合適的資本規定。根據GLB法案第 111條之規定，FRB不得以規則、指導意

                                                                                                                                            
開資訊，或外部稽核的財務報表等現有報告提供予 FRB；而 FRB應盡可能使用現有報告。若 FRB
要求「功能性受監理子公司」提供額外的報告，或對其進行額外的檢查時，則必須在該子公司業

務對其關係企業存款機構形成重大風險，基於監控控股公司風險管理系統之需要，與適法性等條

件下才得以進行。關於報告和檢查，詳細請見 12 U.S.C. §1844(c)(1)-(2).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tion §111。 
138 SR 00-13, supra note. 
139 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適足率的計算和適用於銀行控股公司的方法是相同基礎的。如同銀行控股
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資本要受到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適足性比率以及第一類資本槓桿比率的法

定需求。有關以風險為基礎的最低資本比率標準，詳細請見 12 CFR §225, Appendix A—Capital 
Adequacy Guidelines for Bank Holding Companies: Risk-Based Measure；而對於銀行控股公司的第
一類資本槓桿比率需求，請見 12 CFR §225, Appendix D—Capital Adequacy Guidelines for Bank 
Holding Companies: Tier 1 Leverage Measure. 
140 SR 00-13,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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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命令或其他方式，對任何銀行控股公司之功能性受監理之子公司141，制定或

施加資本或資本適足率需求、指導意見、標準或要求142。因此，FRB 對於已遵循

功能性監理機關相關資本適足規定的子公司，不得另定個別的資本適足率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控股公司）依據相關法律，應按照FRB規定的方式

和形式，提供其財務年度及公司經營年度報告143。FRB因而制定有關合併財務

報表的報告和表格形式（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Bank Holding 

Companies－FR Y-9C）144，其中在Schedule HC-R有關監理資本（Regulatory 

Capital）的表格中，主要是有關計算控股公司的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

三類資本以及風險性資產總額，而有關合併的資本適足性比率，主要包括：總

資本適足性比率、第一類資本適足性比率以及第一類資本槓桿比率。 

 

    針對銀行控股公司的資本適足性規定，除要求銀行控股公司與子公司的資

本必須合併計算外，銀行控股公司與子公司的資本亦必須維持資本適足。但何

謂「資本適足」，則仍回到聯邦存款保險法第三十八條之相關規定。本文於第

三章論及美國「立即糾正措施」監理機制時即已介紹，詳細內容與各項比率的

計算請參照前述，於茲不贅。 

 

 

                                                 
141 此處銀行控股公司的功能性受監理子公司是指：非存款機構，且符合 (1)已遵守聯邦監理當
局（包括證券交易委員會）或州保險監理官的資本需求；(2)依據《1940年投資顧問法》所註冊
為投資顧問公司；或(3)已向州政府註冊為保險代理人者。See 12 U.S.C. §1844(c)(3).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tion §111 
142 See ibid.其原文為：「The Board may not, by regulation, guideline, order, or otherwise, prescribe or 
impose any capital or capital adequacy rules, guidelines, standards, or requirements on any functionally 
regulated subsidiary of a bank holding company that—(i) is not a depository institution; and (ii) is— (I)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its Federal regulatory authority (including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r State insurance authority」 
143 See 12 U.S.C. § 1844(c) and 12 CFR §225.5(b). 
144 FR Y-9C的報告表格主要是針對其合併總資產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150 million）以上的銀
行控股公司，表格可於 FRB之網站下載,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reportforms/forms/FR_Y-9C20050630_f.pdf, last visited: 
2005/6/13. 



 148

（二） 集團內部暴險與風險集中 

    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團內部暴險（intra-group exposures），包括對金融控股公司

受監理成員經營具有潛在威脅的各類業務契約與風險集中。對大型複雜金融控股

公司（特別是在全球跨業營運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集團內部的暴險程度可能很

大。FRB 對這方面的監理重點，在於監控集團內部暴險與風險集中對已參加存款

保險的存款機構子公司的潛在影響。 

 

    FRB監控集團內暴險與風險集中的作法如下： 

1. 特定主要的銀行及儲貸機構，主管監理機關將繼續監控及執行其適用於銀

行或儲貸機構層次之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Section 23A及 23B

的規定145。FRB計畫對金融控股公司旗下每一存款機構子公司，開始蒐集

該子公司與受 23A 及 23B 項限制之關係企業間交易的相關資料，並與主

要的銀行及儲貸機構主管機關分享所蒐集的資料。 

2. 功能性主關機關將繼續監控並執行受其管轄機構適用的集團內暴險限制

的規定。 

3. FRB將集中於了解與監控集團內關係企業往來的暴險，包括：服務協定、

衍生性金融商品暴險、及支付系統暴險等範圍，監理重心將根據存款機構

子公司的風險管理與關係企業交易的相依程度而調整。 

4. FRB 也將其監理重點著重在監控與控制集團內暴險與風險集中管理的有

效性。FRB將評估集團組織風險管理過程如何衡量及管理整體風險的集中

度146。 

 

 

                                                 
145 12 U.S.C. § 371c & 371c-1（for member banks）；12 U.S.C. § 1828(j) (for state nonmember banks); 
12 U.S.C. § 1468(a) (for federally insured savings associations).關於規範關係企業及內部人之交易
之詳細內容，請見許紋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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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51。 
146 SR 00-13,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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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制執行權力 

    FRB 被授權可對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非銀行子公司採取強制強制導正措施。主

要的銀行及儲貸機構子公司監理機關則僅得依其職權，對受其監理的銀行及儲貸

機構採取強制導正措施。在GLB法案下，FRB亦得對金融控股公司的功能性受監

理之子公司採取強制導正措施。但時機僅限於：該子公司欠缺安全與穩健的操作

實務或違背信託責任，以至於可能危及隸屬於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存款子公司財

務的安全性、穩健性或穩定性，或危及國內或國際的支付系統，而有必要採取預

防或改正措施的情況。在上述情況下，對同一金融控股公司存款子公司所採行的

行政措施，若無法有效地防範其遭受重大風險時，FRB方得採取強制導正措施147。 

 

    在任何情況下，FRB 得對功能性受監理之子公司採取強制導正措施，促使其

遵循 FRB依其特殊職權強制要求子公司的聯邦法規148。在 FRB相信有必要對功能

性受監理子公司採取強制導正措施的情況下，FRB 將通知該成員的適當功能監理

機關，並與其協調採取一致的措施。假如問題所涉及的事項及法令，係屬於功能

性主管機關的主要權責，FRB 對該功能性受監理之子公司（或子公司的關係人）

將不會擅自採取強制導致措施149。在現行的銀行控股公司架構下，FRB 將就強制

導正的措施和可能對控股公司採取某些管制措施（如：限制母公司舉債或發放股

利），與主要的銀行及儲貸機構的主管機關進行協調。同樣地，當 FRB欲對功能

性受監理之子公司制定或發布強制導正措施時，將與功能性主管機關進行協調150。 

 

    當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存款機構子公司出現營運危機時，在符合規定條件

下，FRB 有權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提供資金或資產援助旗下的存款機構子公司。根

據 GLB 法案，當 FRB 裁示要求控股公司援助旗下的存款機構子公司時，必須同

時知會對保險事業及證券事業有管轄權的州保險監理官與證券交易委員會。當州

                                                 
147 12 U.S.C. §1841(10A)(a).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tion §113. 
148 12 U.S.C. §1841(10A)(c). 
149 SR 00-13, supra note. 
15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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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監理官與證券交易委員會書面反對 FRB 所做的裁示後，FRB 可以視情況需

要，指示控股公司必須在 180天內（或作必要的延長）完成拋棄（divest）存款機

構子公司的處分151。另外，當 FRB相信銀行控股公司或其旗下子公司的持續性業

務，將造成嚴重財務風險，或危及控股公司內銀行子公司的安全和穩健經營時，

FRB 在經過通知銀行控股公司及相關監理單位、舉行公開聽證會並彙整相關監理

機關的意見書後，有權裁定銀行控股公司或旗下子公司終止該項業務，或終止銀

行控股公對該子公司的所有或控制152。 

 

      第三目  促進健全經營與加強資訊揭露 

    FRB 促進金融機構健全經營實務的方法不勝枚舉，例如透過不同方法的組

合，監控金融控股公司整體暴險的趨勢與風險管理實務。監理的方法包括與控股

公司高級管理階層定期討論，主題集中於特定的議題及衍生中的風險；與各功能

監理機關定期集會，發覺及探討共同關注的議題；組成跨監理機關單位或專案小

組，及早洞悉影響控股公司整體及其旗下不同成員的風險；以及就產業利益有關

的議題辦理研討會。 

 

    改善資訊透明度與公開揭露方式，能有效地補充監理機關對大型綜合銀行機

構日趨多角化經營與全球化業務的監督作業。FRB 依據健全會計原則與實務，配

合考量存款機構子公司經營的安全與穩健的考量下，促進增加集團整體業務、風

險暴險、風險管理、控制措施及集團內風險暴險等資訊的揭露153。 

    

第三項 評析 

    FRB對於金融集團監理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和Basel II對於資本的監理方法是

相一致的。其強調了在相關監理機關間有效的資訊交流，以及某程度倚賴集團內

                                                 
151 12 U.S.C. § 1844(g)(1)-(3).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tion §112. 
152 12 U.S.C. § 1844(e)(1). 
153 SR 00-13,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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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評等和監控過程。和Basel II的內部評等法對於資本的最低要求以及第二支柱

的監理審查程序相一致，FRB 關注在更具有彈性的方法來滿足在其監理下各個機

構的需要154。另外，其監理的內容大體而言也和聯合論壇報告中的「監理資訊共

享報告」（Framework for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haring Paper ）及「協調報告」

（Coordinator Paper）所提倡的原則一致，特別是強調監理機關間的協調合作、溝

通以及資訊分享155。 

 

    銀行法規主要是基於監理當局衡量銀行機構各式各樣地營業活動所產生的風

險而訂定，GLB法案仍舊延續這種監理者衡量風險的一般模式。但是，發展複雜

的大型金融機構，使得監理當局難以精確掌握所監理公司的營業活動，以至於難

以衡量金融機構的所有風險。尤其是監理機關較無經驗的領域，如商人銀行

（merchant banking）等高風險的金融活動，如何衡量將是更複雜的任務156。 

 

    在GLB法下依靠對控股公司有效的監控，來防止已投保的存款機構子公司發

生倒閉，然而在新的環境下，無論是控股公司監理的有效性或目標都有些許的不

清楚。一般而言，銀行控股公司只從事於銀行相關業務活動，因此以銀行或銀行

相關服務為核心產品導致相似的架構，使得銀行監理機關可以檢查、判斷控股公

司的清償能力。然近來控股公司發展了相當多的非銀行資產，且GLB法案正加速

這個趨勢157。這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管制也會增加顯著的挑戰，如：GLB 法案賦

予 FRB去制定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適足性的規定，但嘗試衡量整個金融控股公司的

風險和計算合適的資本標準幾近不可能。因此監理機關只能設計像是槓桿比率等

                                                 
154 Cameron Half, supra note, p.60. 
155 Se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jointly re-
leased by Basle, IOSCO & IAIS, February 1999. 
156 Ron J. Feldman, James M. Lyon, and Niel D. Willardson, “Have We Only Just Begun? Chal-
lenges in implementing the Gramm-Leach-Bliley regime,”Outlook Vol.14, No. 1, March 2000, Fed-
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available at 
http://minneapolisfed.org/pubs/region/00-03/fm-bill.cfm, last visited: 2005/6/13. 
157 GLB法案所允許金融控股公司從事的金融業務活動，包括：金融本質業務（financial in na-
ture）、金融附屬業務（incidental to financial activity）以及金融輔助性業務（complementary to a 
financial activity）。See 12 U.S.C. §1843(k).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tion §1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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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簡單的資本標準，但是簡單的衡量方式常會使資本標準無法保障金融機構免

於倒閉158。 

 

    另外，功能監理模式也存在一些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問題是，

儘管GLB法案要求各功能性監理機關間共同分享資訊並遵守相互合作制度，但法

案中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在現實上亦很難操作。而且在功能性監理模式中，各功

能性監理機關的權限很大，FRB 雖然是擔任金融控股公司綜合監理的角色，但在

獲取相關資料、報告以及檢查的範圍都有所限制，並且 FRB亦不能對金融控股公

司的非銀行子公司加諸任何資本或資本適足率的規範或要求。在這種監理架構

下，FRB 很難掌握充分的資訊和確實的資料，並對金融控股公司中出現的問題作

出迅速的反應159。 

 

    相較於歐盟對於金融集團的監理架構，美國很大的一個特點即其監理架構是

非常以銀行為導向的（bank-orientated）。這個特徵特別表現在 FRB作為綜合性監

理者的主要角色、其得行使的權力以及保護存款機構的根本目標。事實上，金融

控股公司在定義上是銀行控股公司的一種特別形式，集團內銀行的存在即是其先

決條件。正因為以銀行為導向的思考，會產生集團內證券和保險子公司會受到“類

似銀行”（quasi-bank）監理結構的風險，亦即實效上要集團內證券和保險子公司

滿足銀行般的監理要求，不論是在功能上或至少在經過修正的基礎上160。雖然 FRB

於 SR 00-13函重申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並非將傳統銀行監理的型式延伸到

金融控股公司161。但其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理架構，仍然沿用銀行控股公司現

行的管理原則。由於不同金融行業間的監理目標和方式本來就存在相當大的差

別，因此，對於功能性監理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即是其所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158 Ron J. Feldman, James M. Lyon, and Niel D. Willardson, supra note.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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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60 Cameron Half, supra note, p.62. 
161 SR 00-13,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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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金融集團跨業經營有許多好處與壞處，主要的缺點包括：資本的重複計算、

集團內部交易、風險集中、利益衝突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額外風險是風險的蔓

延，這種潛在的風險蔓延可能是跨業監理所面臨的最大的困難。處理這種可能的

風險蔓延，傳統方法是對於金融機構可以經營的主要金融業務進行限制。如原先

美國 Glass-Steagall Act下的監理模式，限制了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及保險公司的

跨業經營。與嚴格分業監理制度不同的另一種方式是，對活躍於一個以上主要金

融部門的機構施加額外的監理要求，尤其是資本的要求，此為歐盟所採行的政策。 

    儘管嚴格的分業監理似乎能防止損失的蔓延，現代金融市場的日益複雜性和

相互關聯性往往使這種嚴格的行業分離難以繼續維持。近來較普遍的趨勢是允許

金融集團享受跨業經營企業集團結構帶來的利益，而不是繼續實施傳統的完全嚴

格分業的規則，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即打破了此種藩籬。 

    至今幾乎沒有國家制定過獨立或完整的“跨業經營金融集團法令”，大多數

對於跨業經營金融集團的監理，都是透過在現有的行業法律中的規範或監理來加

以調整並加以實施。歐盟的《金融集團指令》則嘗試把所有這些修正和調整完全

納入一套統一的規定，其主要優點是概括了聯合論壇所建議的原則，特別是：資

本適足、集團內部暴險、風險集中、和監理資訊交流等內容。然而，歐盟指令是

確定適用的一般原則，並沒有規定具體的監理內容。雖然《金融集團指令》有其

參考價值，但仍必須與其他適用的輔助性措施一起加以考慮。但由歐盟和美國對

於金融集團之相關監理制度比較來看，兩者皆已從傳統較重視資本適足率所謂

「量」的要求，轉而重視評估金融機構之風險管理、政策與內部控制所謂「質」

的監理，此亦得作為我國監理金融集團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