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我國金融機構近年來的發展與組織變革 

 

  1990 年以前，在金融穩定為第一的經濟目標下，政府嚴格管制金融機構，

對新銀行設立非常保守，除允許上海商業儲蓄銀行復業與華僑銀行、世華銀行特

許設立為民營外，其餘皆為公營金融機構。因此，本章所探討的是 1990 年代以

後，政府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我國金融機構的發展與組織變革。 

 

第一節 新銀行設立 

 

  1990 年代以前，台灣的金融體系長期處於一個管制與保守的氛圍中，「穩

定」、「成長」是首要的政策目標，市場的競爭與效率並非關注的焦點。1980 年

代以後，台灣的經貿活動快速增長，伴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加速國際資金的流

動。因此，過去受到管制的台灣金融產業勢必要有所變革。1

 

  1987 年 9月，政府確定商業銀行開放設立的政策；1989 年 7月，立法院三

讀通過銀行法修正案，增訂第五十二條第二項，明訂設立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制

訂；1990 年 4月，財政部公告「商業銀行設立標準」，同時受理新銀行的設立申

請。當時接受申請之初，政府原擬只開放少數幾家，因此將資本額定為 100億元，

並且決定每年的 4月到 10月間為新銀行的設立申請期限；在設立申請的程序上，

新銀行的設立申請分為書面審查、負責人面談、由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委員會評審

等三個階段進行審核。最後總計共有 20家新銀行提出設立申請，財政部於 1991

年核准 15家新銀行的設立申請，這 15家新銀行分別在 1991 年 12月到 1992 年

4月間陸續開業；1992 年再核准一家新銀行的設立申請。2

 
                                                 
1 張紹台、王偉芳、胡漢揚，臺灣金融發展史話，臺灣金融研訓院，2005，頁 242 
2 于宗先，開放民營銀行設立之經驗與啟示：臺灣案例，喜瑪拉雅基金會，2003，頁 11、95、
147、204 



  新銀行的設立，當然需要具有金融專業能力的員工。因此，為吸引公營銀行

的員工，許多新銀行紛紛開出高於公營銀行的薪資與職位來吸引人才轉換跑道。

根據 1994 年合作金庫調查室的報告，這波挖角行動，造成 1,500 多名以上的人

員異動。有關新銀行開放設立過程概要，如表 3-1所示： 

 

表 3-1 新銀行開放設立過程概要 

 

時間 過程概要 

1987.09.08 財政部確定開放商業銀行設立的政策 

1989.07.11 立法院三讀通過銀行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1989.07.19 新銀行法正式實施 

1989.10.30 財政部將「商業銀行設立標準」草案報請行政院核定 

1990.04.02 行政院院會審查通過「商業銀行設立標準」 

1990.04.10 財政部公告「商業銀行設立標準」 

1990.04.12 財政部開始受理新銀行設立申請 

1990.08.14 
大眾銀行籌備處向財政部申請開立股款專戶，成為第一家依規定

募股的新銀行 

1990.08.19 財政部決定每年的 4月到 10月間為新銀行的設立申請期限 

1990.09.23 大安銀行籌備處首先向財政部送出申請文件 

1990.10.12 第一波新銀行設立申請截止，共計有 19家新銀行籌備處提出申請

1990.10.18 財政部展開新銀行書面審查工作 

1991.03.01 
華隆案爆發，蘭陽銀行人頭問題受質疑，財政部決定擴大抽查各

新銀行發起人資金來源，審查程序被迫延長 

1991.06.01 財政部展開為期四天的新銀行負責人面談工作 

1991.06.23 財政部宣布新銀行名單，共計有 15家獲得核准 



資料來源：合作金庫調查研究室，《台灣金融發展歷程》，1994 年 12月 

 

  有關新銀行設立情形，如表 3-2所示： 

 

表 3-2 新銀行設立情形表 

 

銀行名稱 開業日期 代表人 主要股東 

萬通銀行 1991.12.30 
吳尊賢 

高清愿 

台南紡織公司、統一企業集團、環球水泥公

司 

大安銀行 1992.01.04 

高志尚 

陸潤康 

焦廷標 

中日飼料公司、大亞電纜公司、大陸工程公

司、太平洋集團、永豐餘紙業公司、華邦電

子公司、華新麗華電線電纜公司、義美食品

公司 

聯邦銀行 1992.01.21 
李存敬 

林榮三 

天蒙建設公司、四維企業公司、志聯工業公

司、惠陽實業公司、愛之味食品公司、聯邦

建設集團、優美傢俱公司 

中華銀行 1992.01.25 王又曾 力霸集團、嘉新麵粉公司 

華信銀行 1992.01.28 
尹衍樑 

林立鑫 

中央投資公司、台中倉儲公司、東帝士公司、

厚生橡膠公司、福益紡織公司、潤泰紡織公

司、豐群投資公司 

亞太銀行 1992.02.12 
邱家雄 

廖繼誠 

大井投資公司、高美塑膠公司、誠洲電子公

司、維他露公司、璽明投資公司、 

萬泰銀行 1992.02.12 許勝發 

士林紙業公司、大東紡織公司、三富汽車公

司、太子汽車集團、中國纖維公司、華福水

泥公司 



玉山銀行 1992.02.21 
李祖壽 

侯貞雄 

台灣火柴公司、東和鋼鐵公司、益華沙拉油

公司、新東陽食品公司 

泛亞銀行 1992.03.04 楊天生 長億實業集團 

中興銀行 1992.03.12 
王玉雲 

王清連 

立益紡織、海光鋼鐵公司、高林實業公司、

華榮集團 

台新銀行 1992.03.23 吳東亮 

九如實業公司、三信商事公司、味王食品公

司、東元電機公司、新光紡織公司、新光纖

維公司 

大眾銀行 1992.04.02 陳田錨 
大統百貨公司、台塑集團、東海水泥公司、

馬公航空公司、國產汽車公司 

寶島銀行 1992.04.09 
陳重光 

陳盛沅 

可果美食品公司、石橋機車公司、年代影視

公司、國瑞汽車公司、廣源造紙公司、養樂

多食品公司 

遠東銀行 1992.04.11 徐旭東 

力麗紡織公司、大批發百貨公司、三芳化工

公司、金車食品公司、福品紡織公司、遠東

紡織集團 

富邦銀行 1992.04.20 蔡萬才 

五洲水泥公司、台灣鳳梨公司、長榮海運公

司、信大水泥公司、富邦集團、嘉新水泥公

司、燁興鋼鐵公司 

安泰銀行 1993.04.15 林育璘 宏泰建設公司集團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第二節 公營銀行民營化與基層金融機構變革 



 

  1990 年代以後，政府開始推動一連串的公營銀行民營化與基層金融機構整

頓，對於台灣的金融機構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也使原本公營銀行與基層金融機

構的員工不得不面對組織變革的問題。 

 

一、公營銀行民營化 

 

  在台灣，金融業為特許行業，非經政府許可不得經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政府接收並且改組當時的金融機構，將銀行變成為公營，包括台灣銀行、土地銀

行、合作金庫、第一銀行、華南銀行、彰化銀行、台灣合會儲蓄公司（後改組為

台灣中小企業銀行）等。1990 年以前，政府所核准設立的民營銀行只有上海商

業儲蓄銀行、華僑銀行、世華銀行，其餘皆為公營銀行，包括中央信託局、中央

銀行、交通銀行、中國銀行、郵政儲匯局、中國農民銀行、台北市銀行、中國輸

出入銀行、高雄市銀行等。3

 

  因此，1991 年開放新銀行設立以前，公營銀行在台灣金融市場上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惟自開放新銀行設立與准許外國銀行來台設立分行以後，銀行業務日

趨激烈。根據侯金英（1990）的研究，公營銀行民營化的原因包括公營銀行經營

效率低落，不能配合經濟發展的需求、行員任用與人事管理受到法令限制、董事

長與總經理採派任輪調制度，使銀行不容易有遠程規劃、預算編制受到上級行政

機關或民意代表的干涉，而且民意代表藉由審查預算的權力進行關說，影響行員

的升遷或設備的購置、不良放款與呆帳轉消問題，使授信業務需要承擔風險，因

而造成公營銀行員工對外授信時會特別謹慎，經營績效因此受到影響等。有鑑於

此，政府自 1991 年起推動公營銀行民營化，減少政府控制，提升公營銀行經營

效率與競爭力。 
                                                 
3 于宗先、王金利，台灣金融體制之演變，聯經，2005，頁 207 



 

  1989 年行政院成立「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以專責機構來進行民

營化相關政策的擬定與推動。1991 年修正公布「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與 1992

年公布「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施行細則」後，正式展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工作。

首批列入民營化的銀行包括彰化銀行、華南銀行、第一銀行、台灣中小企業銀行，

並且在 1998 年起已經陸續完成部分公營銀行民營化的推動工作。 

 

  公營銀行民營化的方式，主要採取股票上市、透過釋股程序，降低政府持股

比率至 50％以下。截至 2005 年年底為止，已經完成民營化的公營金融機構包括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第一銀行、華南銀行、彰化銀行、台灣中小企業銀行、中國

農民銀行、交通銀行、高雄銀行、台北銀行、合作金庫銀行。尚未民營化的公營

銀行，除中國輸出入銀行因為性質特殊以外，2003 年 7 月 1 日，台灣銀行、土

地銀行、中央信託局已經公司化，將按照政府核定的時程出售公股股權，預定於

2006 年底完成民營化的推動工作。有關公營銀行民營化時間，如表 3-3所示： 

 

表 3-3 公營銀行民營化時間表 

 

銀行名稱 完成民營化時間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1971.12.17 

彰化銀行 1998.01.01 

第一銀行 1998.01.22 

華南銀行 1998.01.22 

台灣中小企業銀行 1998.01.22 

農民銀行 1999.09.03 

高雄銀行 1999.09.27 



交通銀行 1999.09.13 

台北銀行 1999.11.30 

合作金庫銀行 2004 

台灣銀行 預定於 2006 年底 

土地銀行 預定於 2006 年底 

中央信託局 預定於 2006 年底 

資料來源：張紹台、王偉芳、胡漢揚，《臺灣金融發展史話》， 2005，頁 262 

 

二、基層金融機構變革 

 

  台灣的基層金融機構（包括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業信用部）為早期

經濟結構下的產物。在經濟發展初期，農漁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甚高，

而且金融機構家數不多，偏遠地區依賴這些基層金融機構提供金融服務，因此尚

能獲致相當盈餘。 

 

  然而，面臨 1990 年代初期開放新銀行設立與 2001 年金融控股公司成立，基

層金融機構的重要性似乎每下愈況，再加上新銀行為了要突破財政部對於每年增

設分行的限制，從 1997 年起出現一股銀行併購基層金融機構的風潮。雖然仍舊

有許多表現亮眼的地區性小型基層金融機構，在沒有改制為商業銀行的情況下找

到存活的利基，但是還是有許多基層金融機構，不僅面臨客戶流失，還要面對外

來競爭壓力，不得不進行組織變革。這些基層金融機構變革有三大類型，如下所

述：4

 

（一）改制為商業銀行 

                                                 
4 張紹台、王偉芳、胡漢揚，臺灣金融發展史話，臺灣金融研訓院，2005，頁 250-251 



 

  1995 年政府訂定「信用合作社變更組織為商業銀行之標準及辦法」後，體

質佳又符合法令標準的基層金融機構，由原來的信用合作社改制為銀行，包括台

北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改制為華泰商業銀行、台北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改制為誠泰商

業銀行、板橋信用合作社改制為板信商業銀行、台中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改制為三

信商業銀行、台中市第七信用合作社改制為第七商業銀行、高雄市第一信用合作

社改制為高新商業銀行、台中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改制為三信商業銀行與陽明山信

用合作社改制為陽信商業銀行、台中市第六信用合作社與屏東市第一信用合作社

改制為聯信商業銀行等。 

 

（二）與商業銀行合併 

 

  由於政府管制銀行設立分行，在亟欲擴張版圖的動機下，商業銀行紛紛找上

這些基層金融機構。  

 

（三）強制被金融機構概括承受 

 

  體質出現問題的基層金融機構，則由政府出面，交由銀行概括承受。在 2001

年到 2002 年間，政府運用金融重建基金（RTC），對淨值為負數的基層金融機構

加以處理。第一波行動於 2001 年 9月，由十家銀行（中國農民銀行、台灣銀行、

台灣土地銀行、合作金庫銀行、第一銀行、華南銀行、彰化銀行、世華銀行、誠

泰銀行、陽信銀行）概括承受淨值為負數的農漁會信用部；第二波行動於 2002

年 7月，由土地銀行與合作金庫銀行承受農會信用部。 

 

  有關信用合作社合併情形，如表 3-4所示： 

 



表 3-4 信用合作社合併情形表 

 

承受機構 被承受機構 合併基準日 方式 

誠泰銀行 新竹二信 1997.01 概括承受 

板信銀行 高雄五信 1997.09 概括承受 

華僑銀行 北港信合社 1997.09 概括承受 

泛亞銀行 高雄十信 1997.10 概括承受 

誠泰銀行 台中八信 1997.12.31 概括承受 

第七商業銀行 新竹六信 1997.12.31 概括承受 

中興銀行 台南二信 1998.01.06 概括承受 

台新銀行 台南一信 1998.01.18 概括承受 

萬泰銀行 台南四信 1998.04.11 概括承受 

慶豐銀行 南投市信合社 1998.05.11 概括承受 

高新銀行 旗山信合社 1998.05.11 概括承受 

大眾銀行 台南十信 1998.06.11 概括承受 

第七商業銀行 彰化二信 1998.07.11 概括承受 

安泰銀行 台北七信 1998.07.27 概括承受 

中興銀行 台中四信 1999.04 概括承受 

台灣銀行 東港信合社 1999.09.15 概括承受 

萬泰銀行 苗栗信合社 2001.08.10 概括承受 

誠泰銀行 嘉義二信 2001.09.01 概括承受 

合作金庫銀行 台中市一信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合作金庫銀行 台中市五信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合作金庫銀行 台中市九信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合作金庫銀行 台中市十一信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誠泰銀行 高雄岡山信合社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陽信銀行 彰化員林信合社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陽信銀行 屏東市二信 2001.09.14 RTC，概括承受 

陽信銀行 台南五信 2002.08.24 概括承受 

日盛銀行 台南新營信合社 2002.12.20 概括承受 

復華銀行 雲林斗六信合社 2003.07.25 概括承受 

萬泰銀行 新竹市五信 2003.07.28 概括承受 

復華銀行 台東信合社 2004.03 概括承受 

中國信託銀行 高雄鳳山信合社 2004.10.01 RTC，概括承受 

台新銀行 新竹十信 2004.10.18 概括承受 

板信銀行 嘉義市十一信 2005.03.07 概括承受 

資料來源：于宗先、王金利，《台灣金融體制之演變》，2005，頁 300-301 

 

  此外，2003 年 7月，公布施行「農業金融法」，確立農業委員會為農業金融

的主管機關。2004 年 1 月，農業委員會的農業金融局成立，正式接管農漁會信

用部，首要目標為籌設全國農業金庫，以健全農漁會信用部的發展。2005 年 1

月，全國農業金庫設立，確立上層以全國農業金庫為主體，下層以各農漁會信用

部為主體的二級制農業金融體系。5

 

 

 

 

第三節 金融控股公司成立 

 

                                                 
5 王鶴松，金融危機與金融改革，臺灣金融研訓院，2005，頁 173 



  2000 年 12月公布施行「金融機構合併法」與 2001 年 7月公布「金融控股

公司法」後，政府已經核准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的設立。金融控股公司以控制性

持股的子公司，經營金融業的各種業務，包括銀行、保險、證券、期貨、信託等。

金融控股公司為擴大金融版圖或金融集團大型化，各金融機構無不利用經營讓與

與股份轉讓的方式，朝向經營業務綜合化、百貨化、專業化的方向。因此，改變

許多金融控股公司員工的勞動條件。 

 

  根據黃清瑋（2005）依照金融控股公司的主體企業屬性來分類，台灣的金融

控股公司共可以分為官股民營的金融控股公司、家族集團的金融控股公司、專業

經營的金融控股公司等三類，如下所述： 

 

一、官股民營的金融控股公司 

 

  官股民營的金融控股公司，主要投資者為政府與公股行庫，其企業主體亦為

傳統上的公營行庫，包括兆豐金融控股公司、華南金融控股公司、第一金融控股

公司。 

 

（一）兆豐金融控股公司 

 

  兆豐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交通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交

通銀行成立於 1907 年，為政府指定發展工、礦、漁、交通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的

開發銀行；1960 年在台灣復業；2002 年 2月，與國際證券合組交銀金融控股公

司正式掛牌上市；2002 年 8月，納入中興票券與倍利證券；2002 年底，再納入

中國國際商銀與中國產險，同時更名為兆豐金融控股公司。 

 

（二）華南金融控股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華南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華

南銀行是由 1919 年設立的株式會社華南銀行，於 1947 年依照銀行法規定改組而

成的商業銀行；2001 年 11月，經華南銀行與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雙方已

發行股數全數轉換方式，轉型為金融控股公司。 

 

（三）第一金融控股公司 

 

  第一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第一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

2003 年 1月，以股份轉換的方式，新設成立第一金融控股公司。 

 

二、家族集團的金融控股公司 

 

  家族集團的金融控股公司，依照其企業主體區分，包括中信金融控股公司、

國泰金融控股公司、富邦金融控股公司、新光金融控股公司、台新金融控股公司。 

 

（一）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 

 

  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

控股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前身為中華證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66

年，其發展過程曾歷經兩次變革：先於 1971 年改組為中國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又於 1992 年改制為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轉換成

金融控股公司。 

 

（二）國泰金融控股公司 

 



  國泰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屬於保險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

公司。2001 年 12月，依照金融控股公司法與公司法等相關法令，以國泰人壽保

險公司股份轉換方式成立；2002 年 4 月，將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

國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納為旗下子公司；2002 年 12月，將世華聯合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納為旗下子公司，現已整合為國泰世華銀行。 

 

（三）富邦金融控股公司 

 

  富邦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富邦產險，屬於保險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富

邦金融控股公司前身為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61 年，富邦集團

經營範圍包括土地開發、營造、投資顧問、產物保險、證券、銀行、證券投資信

託、人壽保險、證券金融、票券、期貨。 

 

（四）新光金融控股公司 

 

  新光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新光人壽，屬於保險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新

光人壽成立於 1963 年；1993 年 12月，正式掛牌上市；2001 年 12月，以新光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方式設立與力世證券（現改名為新壽證券）合組金

融控股公司；2004 年 9月，再納入聯信商業銀行（現改名為台灣新光銀行）。 

 

（五）台新金融控股公司 

 

  台新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台新國際商業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

公司。2002 年 2 月，台新金融控股公司成立，旗下包括銀行、證券、票券等公

司，在成立金融控股公司的同時，以台新銀行為存續銀行，大安銀行為消滅銀行

進行合併，為台灣第一件銀行間自發性合併的案例。 



 

三、專業經營的金融控股公司 

 

  專業經營的金融控股公司，依照其企業主體區分，為專業經理人主導，切入

專業利基市場，相對並非具有雄厚的財團背景，包括建華金融控股公司、復華金

融控股公司、玉山金融控股公司、日盛金融控股公司、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

國票金融控股公司。 

 

（一）建華金融控股公司 

 

  建華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建華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

金融控股公司。建華金融控股公司由華信銀行與建弘證券共同組成，為國內首家

由專業經理人主導的異業結盟範例。 

 

（二）復華金融控股公司 

 

  復華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復華證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屬於證券業務導向的

金融控股公司。復華證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80 年；2002 年 2月，成立

復華金融控股公司後，陸續納入復華證券、復華商業銀行（原名為亞太商業銀

行）、金復華投信等九家子公司，營業範圍包括證金、證券、銀行、期貨、投顧、

投信、創投、財務顧問、資產管理、保險代理人。 

 

（三）玉山金融控股公司 

 

  玉山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玉山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玉

山銀行成立於 1992 年；2002 年 1月，整合玉山銀行、玉山票券、玉山證券等三



家公司成立玉山金融控股公司。 

 

（四）日盛金融控股公司 

 

  日盛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日盛證券，屬於證券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日

盛證券成立於 1961 年 12月；2001 年 12月，將寶島銀行改名為日盛國際商業銀

行；2002 年 2月，正式掛牌成為上櫃的金融控股公司。 

 

（五）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 

 

  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中華開發工業銀行，屬於銀行業務導向的金融

控股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行於 1957 年依照公司法規定與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設

立；1998 年經財政部核准改制為工業銀行；2001 年納入菁英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與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成立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 

 

（六）國票金融控股公司 

 

  國票金融控股公司主體為國際票券，屬於票券業務導向的金融控股公司。

2002 年 3 月，和協合證券與大東證券共同設立國票金融控股公司，為目前國內

唯一由票券業轉換設立的金融控股公司。 

 

  有關國內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情形，如表 3-5所示： 

 

 

表 3-5 國內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情形表 

 



金融控股

公司名稱 
核准日期 開業日期 主體公司 子公司 

國泰 2001.11.28 2001.12.31
國泰人壽

保險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行、第七商業

銀行、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

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國泰

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 2001.12.31 2002.02.04 交通銀行

交通銀行、中國國際商銀、中

國產險股份有限公司、倍利國

際證券、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興票券、

兆豐交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兆豐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

司 

華南 2001.11.28 2001.12.19 華南銀行

華南銀行、華南產險、華南永

昌證券、華南永昌投信、華南

票券金融公司、華南金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華南金管理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華南金資

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 2001.12.31 2003.01.02 第一銀行

第一銀行、第一財產保險代理

人股份有限公司、一銀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建弘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金融資

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第一金



融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 2001.11.28 2001.12.19 富邦產險

台北富邦銀行、富邦產險、富

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富邦

創業投資管理顧問股公司、富

邦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港基國際銀行有限公司、富邦

直效行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 2001.11.28 2002.05.17
中國信託

商業銀行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中信保險

經紀人、中信銀綜合證券、中

信票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創投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

託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 2001.12.31 2002.02.19 新光人壽

台灣新光商業銀行、新壽保險

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

壽、新壽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新昕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台新 2001.12.31 2002.02.18
台新國際

商業銀行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台證綜合

證券、台新票券、台欣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台新資產管

理股份有限公司、台新行銷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建華 2001.11.28 2002.05.09

建華商業

銀行股份

有限公司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

司、建華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

司、建華人壽保險代理人股份

有限公司、建華財產保險代理

人股份有限公司、建華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建華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信用卡

股份有限公司、建華創業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建華客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建華管理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建華行銷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 2001.12.31 2002.01.28 玉山銀行

玉山銀行、玉山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玉山證券、玉山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票券、玉山創業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復華 2001.12.31 2002.02.04

復華證券

金融股份

有限公司

復華商業銀行、復華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復華證券金融

股份有限公司、金復華證券投

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金復華

投資證券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復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復華

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復華

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復華



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 2001.12.31 2002.02.05 日盛證券

日盛國際商業銀行、日盛國際

產物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日

盛證券 

中華開發 2001.11.28 2001.12.28
中華開發

工業銀行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大華證券

國票 2002.02.08 2002.03.26 國際票券
國票綜合證券、國際票券、國

票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第四節 研究個案簡介 

 



  本節主要為針對研究個案進行個案的簡介，主要參考 2002 年的台灣銀行員

勞動年鑑與 A 銀行的網站資料，重點將著重於合併過程中的大事紀要，期望藉

由簡介 T銀行與 F銀行合併過程中的大事，進一步瞭解 A銀行的員工在合併時

所面對的問題，並且做為後續章節的背景。 

 

  企業併購所伴隨而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變更，將影響個別勞動關係與集體

勞動關係。個別勞動關係的問題包括：員工留用問題、解僱處理、年資計算問題、

薪資與福利等勞動條件變動、退休金與職工福利金等問題；集體勞動關係的問題

包括：工會在併購過程的地位、團體協約的處理、併購對工會的影響等。6

 

  在台灣的金融機構合併過程中，T銀行算是一家主動尋求加入金控的銀行。

2002 年 5 月下旬，國泰金控與富邦金控競向財政部要求各自提高對世華銀行的

持股上限，打算以符合金融控股公司法中的控制性持股比例（25%）來合併世華

銀行。同一時間，媒體亦報導 T 銀行已與國泰、富邦、中國信託等四、五家金

控業者簽訂保密協定，主動展開比較招標的「招親」動作。由於國泰金控與富邦

金控同為 T 銀行的洽談對象，因此兩家金控擴大版圖的銀行爭奪戰，便從世華

銀行延燒至 T銀行。 

 

  T銀行資方在合併過程中，規劃分為兩階段招標。第一階段由各金控公司於

2002 年 6月上旬提出共組金控的計畫書，計畫書中必須說明併購行動如何進行、

未來金控公司的組成架構、經營權由誰主導、T銀行現在的經營團隊在未來新公

司的地位等內容，共計有中信金控、富邦金控、國泰金控、開發金控、元大京華

證券等五家金融機構提出計畫書；第二階段於 2002 年 7月 8日至 12日進行，依

序由五家金融機構向 T銀行董事會組成的五人遴選小組簡報合併計畫。T銀行於

2002 年 8月 8日公布結果，選定與 F 金控合作，並且以股份轉換方式合併。 
                                                 
6 黃柏禛，企業併購員工權益保障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2005，頁 34 



 

  F 金控合併 T銀行時，在員工權益保障方面：約定員工權益兩年不變、保障

員工工作權與勞動條件兩年、優惠退職專案計畫。但自 2002 年合併後，根據 T

銀行的統計，共有超過 1,500名員工提出優退，T銀行為挽留人才，提出四大保

證（工作保證、退休保證、資遣保證、退職金保證）與一項澄清（服務年資計算）

以消弭員工疑慮。 

 

  面對 T銀行資方主動進行的金控評選作業，T銀行產業工會於 2002 年 5月

的股東會上，以「產業民主」的精神，主張合併過程中「要參與、要協商、要保

障」的立場，呼籲工會會員股東支持 T銀行產業工會進入董事會。T銀行產業工

會並於 2002 年 6月底進行 T銀行員工對合併態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T銀行

的員工傾向不納入金控公司，希望維持現狀的營運規模。為此，T銀行產業工會

理監事會議決議，由常務理事撰寫工會文宣，以抗議 T 銀行資方對於合併過程

中漠視工會與員工的意見。 

 

  關於 T銀行與 F銀行合併過程中的大事紀要，簡單敘述如下：2002 年 8月，

F 金控宣布併購 T銀行；2002 年 10月，F 金控與 T銀行股東會通過雙方以股份

轉換方式進行合併；2002 年 11月，財政部核准購併案；2002 年 12月，完成換

股，T銀行正式加入 F 金控；2003 年 12月，訂定 T銀行與 F銀行合併日為 2005

年 1月 1日；2004 年 9月，T銀行與 F銀行董事會（代行股東會）正式通過合

併案，將採吸收合併的方式，合併後存續銀行為 T銀行，F銀行因合併而消滅；

2004 年 11 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合併申請案；2004 年 12 月，T

銀行與 F銀行董事會通過合併後銀行名稱更定為「A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為「A銀行」；2005 年 1月，正式合併。 

 

  根據 A銀行的網站資料，截至 2005 年 9月 30日為止，A銀行的總資產約



為 9,657億元；資本額約為 281億元；分行及辦事處方面：國內有 121家，海外

有四家；員工數為 5,318人；業務範圍包括：企業金融、個人金融、財富管理、

信用卡、財務金融、信託、公庫金融、彩券等。 

 

  有關 A銀行合併大事紀要，如表 3-6所示： 

 

表 3-6 研究個案銀行合併大事紀要表 

 

時間 大事紀要 

2002.08 F 金控宣佈購併 T銀行 

2002.10 F 金控與 T銀行股東會通過雙方以股份轉換方式進行合併 

2002.11 財政部核准購併案 

2002.12 完成換股，T銀行正式加入 F 金控 

2003.01-2003.12 
T銀行進行組織重整、成立理財中心、集中作業中心，信用卡

業務併入 F銀行 

2003.11 開始 T銀行與 F銀行資訊系統整合計劃 

2003.12 訂定 T銀行與 F銀行合併日為 2005 年 1月 1日 

2004.03 成立合併指導委員會，下設業務工作小組，全面啟動整併工作

2004.07 公布合併後新組織架構 

2004.09 

T銀行與 F銀行董事會（代行股東會）正式通過合併案，將採

吸收合併的方式，合併後存續銀行為 T銀行，F銀行因合併而

消滅 

2004.10 
T銀行董事會（代行股東會）通過合併後銀行減 100億元，合

併後之股本將由 381億元減為 281億元 

2004.11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合併申請案 



2004.12 
T銀行與 F銀行董事會通過合併後銀行名稱更定為「A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A銀行」 

2005.01 正式合併 

資料來源：A銀行網站 

 

 

 

 

 

 

 

 

 

 

 

 

 

 

 

 

 

 

 

第五節 本章小結 

 

  1990 年代以前，因為政府嚴格管制金融機構，台灣的金融體系長期處於一



個管制與保守的氛圍中。然而，自從 1980 年代以後，台灣的經貿活動快速增加，

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同時成長。因此，過去受到管制的台灣金融產業勢必要有所

變革。 

 

  1990 年代以後，政府著手進行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陸續解除各項金融管

制，並且開始推動一連串的金融改革，對台灣的金融機構發展與組織變革產生相

當大的影響。在這段期間當中，台灣金融產業的重大事件包括核准新銀行設立、

公營銀行民營化、整頓基層金融機構、金融控股公司相繼成立等。 

 

  自從 1987 年 9月，政府確定商業銀行開放設立的政策開始，1989 年 7月，

立法院三讀通過銀行法修正案、1990 年 4月，財政部公告「商業銀行設立標準」

並且同時受理新銀行的設立申請，歷經書面審查、負責人面談、由專家學者所組

成的委員會評審等三個階段審核，到 1992為止，財政部共計核准 16家新銀行的

設立申請。 

 

  由於台灣的金融產業為特許行業，再加上政府對新銀行的設立非常保守。因

此，1990 年以前，政府所核准設立的民營銀行只有上海商業儲蓄銀行、華僑銀

行、世華銀行，其餘皆為公營銀行，這也使公營銀行在 1991 年開放新銀行設立

以前，在台灣金融市場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自開放新銀行設立與准許外

國銀行來台設立分行以後，銀行業務日趨激烈。有鑑於此，政府於 1991 年修正

公布「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與 1992 年公布「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施行細

則」後，正式展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工作，減少政府控制，提升公營銀行經營效

率與競爭力。 

 

  台灣的基層金融機構包括各地的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業信用部。自

日據時代到 1991 年開放新銀行設立期間為基層金融機構的輝煌時期。自 1991



年後，基層金融機構的重要性似乎每下愈況，不得不以改制為商業銀行、與商業

銀行合併、強制被金融機構概括承受等方式進行組織變革。此外，2003 年 7月，

公布施行「農業金融法」，確立農業委員會為農業金融的主管機關，並且成立全

國農業金庫，完成上層以全國農業金庫為主體，下層以各農漁會信用部為主體的

二級制農業金融體系。 

 

  2000 年 12月公布施行「金融機構合併法」與 2001 年 7月公布「金融控股

公司法」後，政府已經核准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的設立。這項政策確實改變台灣

的金融機構，使金融控股公司能經營包括銀行、保險、證券、期貨、信託等各種

金融業務。各金融控股公司為擴大金融版圖或金融集團大型化，無不利用經營讓

與與股份轉讓的方式，朝向經營業務綜合化、百貨化、專業化的方向。 

 

  由此可知，1990 年代迄今，我國金融機構的員工面對相當程度的金融產業

大環境改變與金融機構組織變革。新銀行設立時，為吸引公營銀行的員工，紛紛

開出高於公營銀行的薪資與職位來吸引人才轉換跑道，造成 1,500多名以上的人

員異動；公營銀行民營化與基層金融機構變革時，原本被視為金飯碗的公營銀行

與基層金融機構的員工必須面對新的挑戰；金融控股公司成立時，金融機構員工

必須增加其他金融業務的專業，甚至成為專門推銷金融商品的業務員。 

 

  然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近年來台灣金融產業的併購活動頻繁，因此所

引發的人員流動與勞資爭議事件也層出不窮。例如：台新銀行合併大安銀行後，

1,300多名大安銀行員工陸續走掉約 1,000名、中信金控併購萬通銀行後，1,400

多名萬通銀行員工前後離開將近三分之二、富邦金控併購台北銀行後，3,600 多

名台北銀行員工也有 1,500 名選擇辦理優退、國泰金控合併世華銀行後，則在



2005 年初開始出現大量離退。7由此可知，關於併購後對新組織的組織承諾問題

的重要性，這也正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 

 

  本研究的研究個案在合併過程中規劃分為兩階段招標。第一階段由各金控公

司於 2002 年 6月上旬提出共組金控的計畫書；第二階段由五家金融機構向 T銀

行董事會組成的五人遴選小組簡報合併計畫。最後在 2002 年 8月 8日公布結果，

選定與 F 金控合作，以股份轉換方式進行合併，並且決定 T銀行為存續銀行，F

銀行為消滅銀行。由此可知，A銀行的併購型態，由法律的觀點來看屬於存續合

併；由經濟與市場的觀點來看屬於水平式併購；由被併購公司是否同意被併購的

觀點來看屬於協議併購。雖然 T銀行產業工會曾經於 2002 年 6月底進行 T銀行

員工對合併態度的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 T 銀行的員工傾向不納入金控公司，

並且希望維持現狀的營運規模，但是該併購案最後仍然決定以 2005 年 1月 1日

為合併基準日。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參考前述研究者的實證研究，以 A 銀行的員工為研究

對象，分析個人特質變項、組織變革認知、組織承諾間的關連與影響程度，並且

進行個案間的互相比較。此外，斟酌本研究個案的情況，將特別瞭解原屬於 T

銀行、原屬於 F銀行、合併後入行的員工在個人特質變項、組織變革認知、組織

承諾間的差異。 

 

 

 

 

                                                 
7 夏傳位，禿鷹的晚餐—金融併購的社會後果，銀行員工會全國聯合會，2005，頁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