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第二章  金融業與金控公司簡介 

第一節  金融產業之環境簡介 

我國金融機構大致可分為貨幣機構，包含商業銀行、專業銀行、基層金融機

構；以及其他金融機構，包括了郵政儲金匯業局、信託投資機構及保險公司，以

下針對貨幣機構做介紹(謝劍平 2004)： 

1.商業銀行 

(1)商業銀行簡介 
商業銀行主要扮演資金中介的角色，主要任務為收受支票存款、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供給短期、中期信用為主要任務。主要業務有：收受各種存款與辦理

放款、票據貼現、投資有價證券、辦理國內外匯兌、辦理國內外保證業務、簽發

信用狀、代理收付款項與承銷、自營、代客買賣有價證券。 

(2)商業銀行的發展 
台灣地區商業銀行發展主要可以民國 78 年銀行法修正做為分野。在民國 78

年之前，政府除了接收日據時代的金融機構並加以改組，而成立了台灣銀行、土

地銀行、台灣省合作金庫、及俗稱的三商銀(彰化銀行、華南銀行、第一銀行)，
對於銀行執照全面凍結，屬於金融管制嚴格的時期。在民國 49 年之後，政府讓

大陸遷台的金融機構在台復業，亦配合政策需要核准少數銀行及信託公司設立，

如在台復業的中國國際商業銀行、上海商業儲蓄銀行、具僑資身份的世華商業銀

行與華僑商業銀行、及兩家代理公庫的台北銀行及高雄銀行。另外也核准了專業

銀行(包括中國輸出入銀行及七家中小企業銀行)、八家信託投資公司、外國銀行

在台分行、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設立。 

在民國 78 年之後，隨著銀行法修正，財政部隨即於民國 79 年公布「商業銀

行設立標準」，80 年底公布「信託投資公司申請變更登記為商業銀行之有關規

定」，正式開放新銀行的設立。在民國 81～82 年間，共有 16 家新銀行設立，包

括萬通、大安、聯邦、中華、遠東、亞太、華信、玉山、萬泰、泛亞、中興、台

新、富邦、大眾、寶島、安泰；亦核准了 3 家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為商業銀行，包

括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為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國泰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為慶豐銀

行、第一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為匯通銀行。而財政部也在民國 84 年至 87 年開放 7
家信用合作社及 3 家中小企業銀行改制為商業銀行。新銀行的開放之後，台灣銀

行業進入了百家爭鳴的時代。 

2.專業銀行 
為便利專業信用之供給，財政部得許可設立專業銀行。專業銀行包括工業信

用、農業信用、輸出入信用、中小企業信用、不動產信用及地方性信用。如交通

銀行、中華開發工業銀行、台灣工業銀行為提供工業信用之專業銀行，以供給工、

礦、交通及其他公用事業所需中、長期信用為主要業務。農民銀行以調節農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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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供給農、林、漁、牧之生產與有關事業所需信用之農業信用專業銀行。輸出

入銀行以供給中長期信用，協助拓展外銷及輸入國內工業所需設備與原料之輸出

入信用專業銀行。中小企業銀行以提供中小企業中、長期信用，協助其改善生產

設備及財務結構，健全經營管理為主要任務之中小企業信用專業銀行。土地銀行

為供給不動產信用之專業銀行，以供給土地開發、都市改良、社區發展、道路建

設、觀光設施及房屋建築等所需中、長期信用為主要任務。中小企業銀行為供給

中小企業信用之專業銀行，以供給中小企業中、長期信用，協助改善生產設備及

財務結構與健全其經營管理。 

3.基層合作金融機構 

包括信用合作社與農漁會信用部，而台灣省合作金庫是基層合作金融機構之

中央銀行，負責吸收、融通基層金融機構之資金。農漁會為根據農會法與漁會法

所成立的會員組織，以提高農、漁民知識技能，促進農、漁會現代化，增加生產

收益，改善農、漁民生活為宗旨。信用合作社為社員組織的金融機構，資金主要

來自社員存款，放款業務則限定對社員之生產性或生活上正當需要之貸款。 

第二節  台灣金融機構之困境與重建 

1.金融業之困境 

台灣銀行業在歷經了新銀行開放之後，面臨以下困境，茲整理如下：  
(1) 銀行過度競爭，規模小，利潤下跌 
自從我國開放新設立 16 家新銀行之後，至民國 90 年已有 53 家本國銀行，

若加上外商銀行，則國內銀行家數有過多現象。加上民國 87 年爆發本土型金融

風暴、民國 90 年全球不景氣下許多企業倒閉，致使銀行呆帳過多、利潤下跌。

在上述種種影響之下，導致銀行股東權益報酬率、資產報酬率逐年下降。 

本國銀行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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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我國全體金融機構營運概況變動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金管會銀行局—金融統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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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產品質惡化，逾放上升 
由圖 3 可看出本國銀行逾期放款比率，從民國 84 年的 2.85 %，一路攀升至

民國 90 年 7.48 %，由此可以看出本國銀行資產品質惡化之程度。 

本國銀行逾期放款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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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國銀行逾期放款現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金管會銀行局—金融統計指標 

(4)直接金融與間接金融的消長 
由圖 4可看出自民國 80年至 95年我國金融機構直接金融與間接金融比重消

長變動，可以看出間接金融比率從 80 年 89.19 %到 92 年下降至最低為 73.82%。

直接金融對銀行業所帶來之衝擊有二：一是當企業運用直接金融進行籌資及投機

操作時，一旦企業投機操作失利，進而會帶來資金調度及經營問題，也會影響到

貸放資金改企業的銀行，造成銀行經營風險提高；二是直接金融比重升高，將會

使銀行放款成長趨緩、放款期限拉長，放款對象也從企業戶轉變為個人戶(林棹

仲，2000)。 

我國金融機構直接金融與間接金融比重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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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我國金融機構直接金融與間接金融比重變動表， 
資料來源：中央銀行—金融統計：直接金融—間接金融存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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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金融業之重建 

為了遏阻銀行持續惡化的窘境，政府藉由立法、修法以改善銀行的體質。首

先於民國 89 年公布「銀行法修正案」、「金融機構合併法」，民國 90 年通過「金

融六法」，包括「金融公司控股法」、「票據法」、「保險法部分修正條文」、「金融

重建基金設置暨管理條例」、「營業稅部分條文修正」、「存款保險部分條文修正」。

這一連串金融修法，成為我國金融改革的法源基礎，預期可提高我國金融競爭

力，改善金融體質，也成為本研究主題之開端。 

根據金融控股公司法而設立的金融控股公司於民國 90 年底開始設立，本研

究於下節詳細介紹金融控股公司。 

第三節  金融控股公司 

1.金控公司立法背景 

1933 年之前，美國將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有嚴格之區分，主要源於 1933 年

的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又稱格拉斯—史蒂格勒法(Glass-Steagall Act)，該

法基本上規定，(1)銀行存款利率上限限制，(2)證券與銀行分離，(3)設立聯邦存

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 FDIC)。上述第二點主要切割了商

業銀行及投資銀行業務，一直到 1999 年金融服務現代法案通過之後才有所改變。 

由於美國銀行不能涉足保險、證券業，使美國銀行規模無法擴大，不利業務

競爭。加上 1998 年美國花旗銀行(商業銀行)與旅行家(保險業)合併，更促使開放

政策。因此美國在 1999 年通過金融服務現代化法，又稱葛姆—利奇—布萊利法

(Gramm-Leach-Bliley Act, GLBA)。主要內容為廢止銀行不得涉足證券業務之規

定，及擴大銀行控股公司業務範圍，成為「金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HC)。而日本早在 1997 年已修正「獨佔禁止法」，通過「解除控股公

司設立禁止後金融相關整備法」，自此開始實施金融控股公司制度。因此也促使

我國於民國 90 年通過金融控股公司法。 

2.金控公司之定義及及立法目的 

依據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中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係指對一銀行、保險

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2，並依金融控股公司法設立之公司。其設立目的在

解除金融跨業經營之限制，以提供投資金融、保險、證券跨業經營的法源依據，

且可投資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與金融業務相關事業。同時並鼓勵金融機構集團化、

大型化、國際化及多角化經營，以創造綜效(synergy)。 

                                                 
2 控制性持股：只持有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

25%，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過半數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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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金控公司之架構 

一般而言，金融公司可從事銀行、證券、保險及資產管理等業務。 

 

圖 5 金融控股公司架構 資料來源：沈中華，2002，金融市場第 469 頁 

4.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現狀 

我國自民國 90 年金融控股公司法施行以來，同年底就有兩家金控公司掛牌

上市，至今已有 14 家金控公司成立，除了日盛金控為上櫃之外，其餘 13 家皆已

上市。表 1 為我國金融控股公司彙整表。 

金融控股公司 

銀行 

商業銀行 
工業銀行 
專業銀行 
票券金融 

證券 

綜合券商 
投資信託 
投資顧問 

證券金融公司

期貨商 

保險 

壽險 
產險 

資產管理 

創投業 
租賃業 
信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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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金融控股公司彙整表 

金控公司 總資產(仟元) 淨值(仟元) 子公司

(子公司家數) 

核准日期 開業日期 

(基準日 94.12.31） (基準日 94.12.31） 行業別

子公司名稱(基準日 95.12.31)

90.12.31 91.02.19 95,767,073 89,566,378 銀行業 華南銀行 

    證券業 華南永昌證券、華南永昌投信

    票券業 華南票券 

    保險業 華南產物保險 

    創投業 華南金創業投資 

    華南金資產管理 

華南金控 

(8) 

        
其他 

華南金管理顧問 

90.11.28 90.12.19 171,253,260 155,604,372 保險業 富邦產險、富邦人壽 

    銀行業 富邦銀行、台北富邦銀行 

    證券業 富邦證券、富邦證券投資信託

    富邦金控創投 

    
創投業 

富邦創投管理顧問 

    外國機構富邦銀行(香港) 

富邦金控 

(11) 

          其他 富邦直效行銷、富邦資產管理

90.11.28 91.12.31 204,486,983 187,730,638 國泰人壽 

    
保險業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國泰銀行、國泰世華銀行 

    
銀行業 

第七商業銀行 

    創投業 國泰創投、怡泰貳創投 

    證券業 國泰證券 

 國泰金控 

(9) 

        其他 怡泰管顧 

90.11.28 90.12.28 204,486,983 187,730,638 銀行業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菁英證券、大華證券 開發金控 

        
證券業 

金鼎證券 

90.12.31 91.01.28 49,325,818 43,730,268 銀行業 玉山銀行 

    玉山證券 

    
證券業 

玉山證券投資信託 

    票券業 玉山票券 

    銀行業 玉山創投 

玉山金控 

        保險業 玉山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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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控公司 總資產(仟元) 淨值(仟元) 子公司

(子公司家數) 

核准日期 開業日期 

(基準日 94.12.31） (基準日 94.12.31） 行業別

子公司名稱(基準日 95.12.31)

90.12.31 91.02.04 48,523,061 39,742,408 復華證金、復華證券 

    金復華投資顧問 

    

證券業

金復華投資信託 

    期貨業復華期貨 

    銀行業復華銀行 

    創投業復華創投 

    其他 復華資產管理 

復華金控 

 (9) 

          復華財務顧問 

90.12.31 91.02.04 210,217,189 191,123,597 銀行業交通銀行、中國國際商銀 

    兆豐證券、倍利證券 

    
證券業

兆豐投信、國際投信 

    票券業兆豐票券 

    兆豐保險(中國產物保險) 

    
保險業

兆豐保險代理人 

    其他 兆豐資產管理 

兆豐金控 

  

        創投業兆豐交銀創投 

90.12.31 91.02.18 117,472,563 81,278,035 銀行業台新銀行、大安銀行 

    票券業台新票券 

    證券業台証證券 

    創投業台新創投(台欣創投) 

    台新資產管理 

台新金控 

  

        
其他 

台新行銷顧問 

90.12.31 91.02.19 89,334,504 65,810,679 保險業新光人壽、新壽保險經紀人 

    台灣新光銀行、誠泰銀行 

    
銀行業

彰化銀行(96.01.02 併入) 

    證券業新壽證券 

新光金控 

    創投業新昕投信、新光投信 

91.02.08 91.03.26 26,568,208 24,624,190 票券業國際票券 

    證券業協和證券、大東證券 

     國票證券 
國票金控 

    創投業國票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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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控公司 總資產(仟元) 淨值(仟元) 子公司

(子公司家數) 

核准日期 開業日期 

(基準日 94.12.31） (基準日 94.12.31） 行業別

子公司名稱(基準日 95.12.31)

90.11.28 91.05.09 95,407,894 90,608,945 銀行業 建華銀行、北商銀 

    金華信銀證券、永豐金證券 

    
證券業 

建華投信 

    建華人壽保險代理人 

    
保險業 

建華財產保代 

    信用卡業永豐信用卡 

    創投業 永豐創投 

    永豐客服科技、永豐管顧 

永豐金控 

  

        
其他 

建華行銷顧問 

90.11.28 91.05.17 178,776,507 145,597,270 銀行業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萬通銀行

    證券業 中國信託證券 

    保險業 中信託保險經紀人 

    創投業 中國信託創投 

    票券業 中信票券 

    其他 中信資產管理、中信保全 

中信金控 

  

          台灣彩券 

90.11.28 91.05.17 96,376,764 91,333,697 銀行業 第一銀行 

    保險業 明台產險 

     第一財產保險代理人 

    證券業 一銀證券 

    創投業 建弘投信、第一創投 

第一金控 

  

        其他 第一資產管理、第一管理顧問

90.12.31 91.02.05 34,500,462 26,327,354 證券業 日盛證券 

    期貨業 日盛期貨 

日盛金控 

  
        銀行業 日盛銀行 

註：總資產、淨值資料來自各金控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94 年底合併報表數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台灣經濟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