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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黨輪替後的政經情勢與金融改革推動 

一、政黨輪替後的政治情勢 

    1998 年宋楚瑜因為凍省事件憤而退出國民黨、民進黨的陳水扁因台北市長

連任競選失利，分別走向參選總統選舉之路，國民黨則由李登輝指定的接班人連

戰參選。雖然李登輝信誓旦旦支持連戰，但坊間一直傳聞李氏支持的其實是民進

黨的陳水扁。而陳水扁也以相對於李登輝「台灣民主之父」的「台灣之子」自居，

並追李登輝「台灣化」、「標榜台灣人主權」的方向，刻意模糊且瞹眛其與李氏的

關係。由於連戰選情低迷，宋楚瑜挾省長任內的政續獲得不少支持，坊間便傳出

「棄連保扁」，不要讓「外省人欺侮台灣人」的傳言。後來在選前宋楚瑜爆發「興

票案」疑雲，李登輝指責宋氏在黨祕書長任內「A 錢」，但宋氏的回應則一直說

不清楚，聲望一時受挫。民進黨 2000 年的總統大選就在這種三足鼎立、撲溯迷

離的情況下進行。 後，由於李登輝在鞏固黨內地位時，援引財團和地方派系及

和地方派系有關係的黑道力量，其主政時期被指責為「黑金政治」，尤其在 1998

年連續發生了好幾起地方農漁會、信用合作社的擠兌危機，更加使大眾對國民黨

執政的不滿。素負清名的中研院長李遠哲亦在選前發表「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

一文，表示支持陳水扁。選舉結果，陳水扁以 39.30%的得票率，勝過宋氏的 36.84%

與連氏的 23.10%，取得總統大位，出現台灣政治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 

    宋楚瑜敗選後組織親民黨，多位國民黨非主流派立委和新黨立委紛紛加入。

李登輝則卸下國民黨主席，黨內以「鞏固領導中心」為由，推舉連戰接任黨主席，

並進行第二次黨改造。陳水扁則在取得總統大位之餘，挾威望鎮壓了黨內各派

系，成為共主，後來在 2004 年連任後還仿國民黨體制，由總統兼任黨主席執行

「黨政合一」。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朝野雙方對行政院長應由民進黨總統指派

同黨出任，或尊重立院立法院多數，應由國民黨員出任，發生爭執。國民黨方面

出現婉惜 1997 年修憲時，凍結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以致此時無法制衡

總統任命權的聲音。陳水扁總統指派「以個人身份參與的國民黨員」唐飛擔任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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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組成「全民內閣」，內閣成員以非民進黨員居多。但唐飛因主張續建核四與

民進黨意見相左，四個月後即稱病辭官。陳水扁總統在 2000 年 10 月間提名民進

黨籍的張俊雄接任行政院長，組成一黨少數內閣，引起在野黨猛烈抨擊。此後，

行政院長一直由陳水扁總統單獨任命。張俊雄上台後不久，因為違反立法院決

議，宣佈停建核四，引發在野黨指責違憲。國民黨甚至發出發動倒閣風聲，但考

量若遭解散國會，恐改選席次滑落而作罷。民進黨方面也因為 1997 年旨在防止

制衡總統權力的「被動解散國會」修憲條文，無法挾總統勝選之勢而主動解散立

法院，必須等到 2001 年屆期改選。翌年 1 月，大法官會議釋憲指行政院停建的

決策「有瑕疵」時，行政院決定續建核四，但在野黨並沒有停止發動攻擊，此時

可以「政不出行政院」形容。張俊雄直到 2002 年 2 月才因立法院改選而下台而

由游錫堃接任。 

    民進黨在 2001 年 12 月舉行的第 5 屆的立委改選，以「『在』怎麼野蠻，也

不能」及「籌組國安聯盟」的選後立院多數為選戰主軸，獲得國民同情，結果獲

得 87 席，成為立院第一大黨。國民黨則由原本的 123 席大敗為 68 席，選前只有

23 席的親民黨則倍增為 46 席。前總統李登輝因不滿陳水扁總統在就職典演說提

出暫停台獨、維持現狀的「四不一沒有」，在立委選舉前 3 個月號召組成的台灣

團結聯盟，也出乎意料之外贏得 13 席。這次的選舉形成爾後台灣政壇「泛藍」

與「泛綠」兩大陣營。泛綠雖然獲勝，但未過半。泛藍雖然過半，但國民黨和親

民黨貌合神離，宋楚瑜氣勢高張，連戰則因敗選而氣弱，黨內出現讓宋「班師回

朝」的聲音，雙方也私下有若干接觸。此事雖因國民黨內本土派強烈反對而未成

局，但泛藍合作對抗泛綠的強勢監督和動輒杯葛，則被外界給予「逢扁必反」的

印象。 

    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雖然在國會中也是 大的政黨，但立委人數並未過半，無

法獨力組閣；而首次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雖然席次大幅衰退，但在聯合同為反扁的

親民黨仍使得民進黨政府面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處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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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勢之下，為了鞏固新政府的政權以及為將來政權的延續做打算，當務之急就

是開始積極尋找如何藉由改革弊端之名來拆解國民黨過去的統治基礎。 

二、金融危機與 WTO 

    此時在經濟的情勢上，1991 年台灣第一波金融自由化雖然解決了過去的金

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但也因此帶來新的危機。因為銀行家數太多，至 2000

年台灣地區共有 55 家銀行，造成了金融過度(overbanking)的問題：銀行家數太

多，所以競爭非常激烈，因此為了足夠的獲利，很多銀行就開始操作高風險性的

放款，甚至還有捧著錢請大家來借的情形，導致 90 年代末期不良債權的比例劇

增，金融機構的逾放問題也日趨嚴重。 

    90 年代末期後一直到民進黨政府上任前，台灣金融體系的問題愈來愈嚴

重，除了上述所提的違法亂紀、人謀不臧等因素外，整個經濟與金融環境的丕變

更惡化了這個現象：1991 年銀行開放設立後，銀行家數快速成長，造成過度競

爭的局面；連續十多年房地產的不景氣，資產價格的巨幅滑落造成了資產的泡沫

化與營建業的蕭條；直接金融持續發展也壓縮了間接金融生存的空間。二十一世

紀之初全球經濟的不景氣，2001 年台灣經濟首次的負成長，使通貨緊縮的問題

似乎比通貨膨漲的問題更為嚴重，因其直接衝擊到了銀行的資產品質。在這樣的

環境之下，銀行經營的績效持續地滑落：資產報酬率由 1997 年的 0.87%下降到

2001 年的 0.4%，淨值報酬率由 11.37%下降到 5.5%；逾放金額與逾放比率也節

節高升，1995 年底國內整體金融機構逾期放款金額為 3,515 億元，1999 年攀升

到 7,303 億元，至 2001 年底竟升為 1 兆 3,274 億元，六年間逾放金額平均每年增

加 25%，逾放比率也由 1995 年的 3%提高到 2001 年的 8.2%1。台灣的金融體系

確實浮現了嚴重的問題，甚至被重要的國際財經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警告台

灣可能將出現本土性的金融危機2。 

                                             
1 于宗先、王金利 著，2005，頁 288。 
2 《Economist》, 2000, “Taiwan’s Financial System：Too Many Debts to Settle,” Nov 11,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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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台灣金融機構的逾放比例 
單位：百分比 

年底 總體逾放比例 
本國銀行 

(含信託投資公司) 
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

在台分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基層金融平均

1995 3.00 2.88 2.85 0.82 3.12 5.07  4.02

1996 4.15 3.74 3.70 1.00 6.13 8.24  7.10

1997 4.18 3.74 3.71 1.07 6.19 10.68  8.53

1998 4.93 4.41 4.37 1.65 7.55 13.10  10.57

1999 5.67 4.96 4.88 3.20 10.54 16.03  13.70

2000 6.20 5.47 5.34 3.22 12.45 17.90  15.68

2001 8.16 7.70 7.48 3.53 11.66 19.37 16.39

2002 6.84 6.39 6.12 2.36 10.34 18.62 15.37

2003 5.00 4.57 4.33 1.51 6.91 17.57 13.29

2004 3.28 2.95 2.78 1.03 3.17 14.46 10.05

2005 2.19 - 2.24 0.75 2.09 10.92 -

2006 2.08 - 2.13 0.69 1.13 8.13 -

資料來源：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www.fscey.gov.tw)， 

首頁>資訊服務>金融統計，進入時間 2007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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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輪替後的當時除了金融過度的現象之外，台灣的金融體系尚面臨著即將

入世的壓力。2002 年 1 月 1 日台灣即將加入 WTO，屆時金融體系將直接面臨國

外金融機構進入市場的挑戰。台灣承諾允許外資設立商業銀行、外國銀行分行、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匯經紀商、信用卡業務機構以及票券金融公司等等，

雖然還不是完全開放，但足以讓國際金融資本開門入戶，進入台灣市場，與台灣

的金融業競逐利潤。為此，在 WTO 的協定下，台灣的金融業面臨國際大資本的

競爭，台灣金融業家數太多、規模太小的狀況在國際競爭下勢必面臨巨大的壓力。 

    在這樣一個政治上受到在野黨強力監督統治基礎不穩，經濟上金融體系充滿

高度金融風暴危機以及 WTO 開放市場壓力的內外環境中，民進黨政府開始推動

了一連串的金融改革措施(見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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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000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的歷次金融改革措施簡表 

時間 內容 
行政 

院長 

財政 

部長 

2000 年 6 月 行政院長唐飛指示行政院副院長游錫堃為召集人成立「行政院基層金融改革專案

小組」，對基層金融進行改革商討。此時新政府上任未滿一個月。 

唐飛 許嘉棟

2000 年 11 月 立法院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允許金融機構合併。 

 

張俊雄 顏慶章

2001 年 6 月 立法院通過「金融六法」，包含了「金融控股公司法」、「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存款保險條例修正案」、「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保險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以及「票券金融管理法」等六個法案。其中「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

控股公司法」開啟了台灣新的一波金融自由化，陳水扁總統亦將 2001 年稱呼為「金

融改革元年」。 

張俊雄 顏慶章

2002 年 4 月 行政院長游錫堃指示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為召集人成立「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小

組」，針對銀行、保險及證券市場進行全面的金融改造工程。 

游錫堃 李庸三

2002 年 7 月 「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小組」分別就銀行、保險、資本市場、基層金融與查緝金

融犯罪，提出五方面 36 項金改措施，預計在 2003 年六月底前完成。 

游錫堃 李庸三

2002 年 8 月 陳水扁總統提出了「二五八金改計劃」：預計在兩年內將本國金融機構的逾放比降

到百分之五以下，資本適足率提升至百分之八以上。從 2001 年的「金融六法」一

直到 2002 年的「二五八計劃」中間所有的改革就是後來所通稱的「一次金改」。 

游錫堃 李庸三

2002 年 11 月 在各界的反對聲浪中陳水扁總統宣布暫緩金改第一步的農漁會信用部改革方案，

財政部長李庸三因而辭職由林全接任。 

游錫堃 李庸三

2004 年 10 月 陳水扁總統提出「二次金改」四大目標：(1)2005 年底前促成 3 家金融機構市占率

達 10%以上；(2)2005 年底前將 12 家官股金融機構數目減少為 6 家；(3)2006 年底

前將 14 家金控公司減半為 7 家；(4)2006 年底前至少 1 家金融機構由外資經營或

至國外上市。四大目標預計在 2006 年底前全部完成。 

游錫堃 林全 

2006 年 4 月 「二次金改」在巨大的壓力下由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公開表示將暫停金改的措施。 

 

蘇貞昌 呂桔誠

2007 年 5 月 陳水扁總統宣布重新啟動「二次金改」的四大目標。 

 

張俊雄 呂桔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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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 4-3 中我們可以發現，民進黨政府上任後幾乎每一年都有金融改革的

推動。2000 年「金融機構合併法」使金融機構有合併的法源；2001 年金融六法

中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允許金融業者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跨業經營；2002

年喊出「一次金改」與「二五八計劃」的口號，希望在兩年之內將金融機構的逾

放比壓到 5%以下，並將資本適足率提高到 8%以上；2004 年又提出了「二次金

改」四大目標，希望在 2005 年底前促成 3 家金融機構市占率達 10%以上、12 家

官股金融機構數目減半為 6 家，2006 年底前將 14 家金控公司減半為 7 家、至少

1 家金融機構由外資經營或至國外上市。 

    歸納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玲瑯滿目的金融改革，其 重點的工作與爭議 大者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份：一、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二、金融機構的整併；三、

金融監管機制的建立，以下分別以專節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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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金融機構的處理 

    在台灣，金融機構過多而呈現了過度競爭的現象。如何提供誘因，讓金融機

構依市場機制自願合併，同時對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依公權力如何讓其退出經營

呢？為了解決問題金融機構的這些問題，民進黨政府分別在 2000~2001 年間通過

了「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與「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希望藉由這些法案將台灣的金融機構給「大型化」、「集中化」，以改善金融機構

的體質與競爭力。 

    從 1995 年 8 月起，金融機構持續發生擠兌風波(見下表 4-3)，到 1998 年 8

月因本土型企業財務危機而引發金融風暴，國民黨執政下的政府對問題金融機構

接二連三擠兌的處理，仍是以個別事件視之，並未從整體體制加強與金融紀律整

飭上下功夫3。在「金融機構合併法」通過之前，台灣金融機構的合併通常是由

公營行庫以概括承受問題金融機構的方式，來達到經營服務不中斷的目標和平息

擠兌(見下表 4-3)。一直到 2000 年後才在民進黨主政下進行金融改革的再造工

程。2000 年金融機構合併法實施後，提供金融機構合併的法律環境與租稅及規

費優惠等誘因，自公佈實施以來，包括銀行與信用合作社、銀行與票券金融公司

以及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合併，至 2005 年已有十多件案例。 

 

 

 

 

                                             
3 于宗先、王金利 著，2005，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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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90 年代金融機構擠兌事件與善後處理情形 
單位：億元 

遭擠兌的 

金融機構 

發生日期 擠兌原因 擠兌

金額

善後處理結果 

農、漁會信用部 

豐原農會 1994/04/16 人頭放款傳聞，延滯付息 38  

二水農會 1995/05/22 總幹事抗議背信案判決而自殺 0.2  

東勢農會 1995/08/03 外傳提供資金供鄭楠興炒股 11.56  

埔里農會 1995/08/04 電話及口傳謠言 0.8  

後壁農會 1995/09/04 因建商無力付息，傳有兩億元逾期放款 11.13  

萬巒農會 1995/09/11 謠言 4.64 2001 年由 RTC 承受 

中壢農會 1995/09/20 總幹事等人涉嫌超貸 1.9 億元，另有五百萬外縣市

土地超貸案，及人頭超貸 30 多億元。 

74.14 1996/11 由省農會概括承受 

楊梅農會 1995/09/21 受中壢農會波及 1.50  

民雄農會 1995/09/23 受中壢農會波及 7.50  

東石農會 1995/09/25 謠言 3.41  

西螺農會 1995/09/25 受中壢農會波及 6.81  

溪湖農會 1995/09/27 總幹事不法超貸被判刑 3.01  

小港區農會 1995/10/09 謠言 0.03 2001 年由 RTC 承受 

新豐農會 1995/10/30 檢調單位偵辦人頭超貸案引發異常提領 5.65 2001 年由 RTC 承受 

南投農會 1995/11/24 謠言   

金門農會 1995/12/13 逾放比過高，資產品質惡化 6.60 2001 年由 RTC 承受 

楠西農會 1995/12/13 逾放比過高，資產品質惡化 2.71 2001 年由 RTC 承受 

觀音農會 1996/02/17 謠傳融資 10 億元遭拒 0.01 2001 年由 RTC 承受 

林口農會 1996/03/28 前鄉長涉嫌人頭超貸案 3 億元 17.56  

鹽埔農會 1996/05/06 總幹事擅自挪用客戶存款 1.26 億元，有超貸放款，

且總幹事行蹤成謎 

10 1996/6/10 由縣農會合併 

高樹農會 1996/05/10 受鹽埔農會影響 3.52 2001 年由 RTC 承受 

內門農會 1996/05/15 總幹事涉嫌偽造文書 2.75  

芬園農會 1995/05/16 逾放比嚴重 4.41 2001 年由 RTC 承受 

平鎮農會 1996/05/24 理事長借款遲滯未還 21.11  

長治農會 1996/05/27 謠言 2.33 2001 年由 RTC 承受 

鳥松農會 1996/05/28 理事不和，逾放比過高 2.47 2001 年由 RTC 承受 

芬苑農會 1996/05/28 逾放比過高，加上謠言 2.96 2001 年由 RTC 承受 

松山農會 1996/06/21 總幹事借款 3 億元無力償還 12.8  

美濃農會 1996/07/26 總幹事因經營理念與理事不和而辭職   

埔鹽農會 1997/01/04 謠傳總幹事虛報逾放比 2.6 2001 年由 RTC 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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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農會 1997/01/13 檢調單位搜索蕭登標冒貸案，派系鬥爭 2.0  

嘉義市農會 1997/01/13 與水上農會同 3.9  

下營農會 1997/07/13 謠言 0.86  

梓官鄉漁會 1999/07/13 逾放比過高 2.50 2001 年由 RTC 承受 

信用合作社 

彰化四信 1995/07/29 總幹事股市丙種墊款虧空 28 億元 79 1995/08 由合作金庫概括承受

彰化一信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32.86  

彰化二信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22.01 1998/07 由第七商業銀行承受

彰化五信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19.71  

彰化六信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61.42  

彰化十信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28.84  

彰化員林 

信用合作社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43.70 2001 年由 RTC 承受 

彰化鹿港 

信用合作社 

1995/08/03 受彰化四信擠兌的蔓延 13.05  

台中八信 1995/08/06 蔡襄理挪用客戶款項 29.97 1997/12/31 由誠泰銀行概括承

受 

新竹二信 1995/09/12 經營不善，理監事人事不和 34.90 1997/01 由誠泰銀行概括承受

陽明 

信用合作社 

1997/02/01 前副理偽造假定存單 0.5  

台北九信 1997/04/23 超貸，派系糾紛 14.00  

高雄五信 1997/06/11 淨值過低，逾放過高 50.00 監管後，於 1997/9/29 由板橋

信合社概括承受 

高雄十信 1997/06/11 淨值過低，逾放過高 19.60 監管後，於 1997/10/25 由泛亞

銀行概括承受 

屏東東港 

信用合作社 

1999/07/05 理事主席挪用資金 9 億元 7.00 監管後，於 1997/9/16 由台灣

銀行概括承受 

銀行 

華僑銀行 1995/12/08 梁柏薰超貸 50 億元給新偕中建設 130  

台東 

中小企銀 

1996/02/09 外傳董事長涉嫌違法超貸，內部人事糾紛導致放款

機密外洩 

90  

台中 

中小企銀 

1998/11/24 董事長違法交割 74 億元，股票違約交割 80 億元 540  

板信銀行 1999/02/03 受劉炳偉跳票事件波及 33  

票券金融公司 

國際票券 1995/08/05 楊瑞仁舞弊案 270  

中央票券 1998/11/01 營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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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票券 1998/11/06 財務危機   

說明：RTC 為金融重建基金。 

資料來源：于宗先、王金利 著，2005，頁 27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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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2 年一次金改「二五八計劃」的爭議：農、漁會信用部的改革 

    由前表 4-4 中我們可以發現，90 年代的問題金融機構大多是基層金融機構，

其中尤以農、漁會信用部為大宗。對發生擠兌的農漁會信用部，過去國民黨主政

下的政府大都先以財務援助平息擠兌，然後再派員進駐輔導、觀察，或協助處理。

農、漁會信用部不同於信用合作社或是商業銀行，並不是獨立的法人，只是屬於

農會或漁會的一個部門，因而對其的處理尤為棘手，有難以接管、整理、撤銷許

可、解散、概括承受與合併之窘境，所以才導致一些農、漁會信用部發生多起擠

兌事件。僅以合併方式處理農會信用部者，只有中壢農會與鹽埔農會：原則上是

由上級農會先合併，經歷幾番波折， 終由台灣省農會合併。但這兩起案例由上

級農會合併後，經營不但未見起色，反而成為金融重建基金所處理的經營不善之

金融機構4。 

    農、漁會信用部在處理上的另一個困難在於監督機制的混亂，表面上基層金

融的主管機關是財政部，但是後來因基層金融改革事件辭職獲准的財政部長李庸

三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就指出，財政部根本糾正不了，「因為主管機關不只

是我們，農、漁會信用部主任是聽命於總幹事，總幹事是聽命於農委會的」5。

民進黨政府後來也在 2001 年開始對於金融監理機制推動改革措施，稍後在本章

第四節將會詳述。 

    一方面，原先在 2001 年前後分別通過的「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

司法」與「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本來就希望藉由這些法案將台灣的

金融機構給「大型化」、「集中化」，以改善金融機構的體質與競爭力。另一方面，

針對基層金融機構體質趨向惡化，不良債權與資本不足導致金融風暴潛藏之嚴重

性，在這樣的局勢下民進黨政府順勢對基層金融機構進行改革為台灣金融機構的

大型化與集中化來去掉這些台灣金融體系的小尾巴確實有其必要。於是陳水扁總

                                             
4 于宗先、王金利 著，2005，頁 279。 
5 《天下雜誌》，2002 年 12 月 1 日，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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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上台後，宣佈 2001 年為金融改革元年，並通過上述一連串金改相關立法，但

基層金融機構的危機持續加深，至 2001 年底逾放比超過 10%的有 173 家，佔了

全數基層金融機構的六成以上6。對此，2002 年 8 月 22 日陳水扁總統宣示了第

一階段金融改革的「二五八計劃」，預計在兩年之內將台灣金融機構的逾放比降

低到百分之五以下，並把資本適足率提升到百分之八以上的BIS國際標準7。但

大的爭議點也在於此：民進黨政府金融體系改革的第一刀，就切向了農、漁業的

基層金融。 

    過去國民黨透過農、漁會掌握了地方上的人脈和錢脈，在選舉時成為動員支

持國民黨候選人的重要單位8。農、漁會也因此成為地方派系的兵家必爭之地，

尤其是總幹事一職，每次改選常引發激烈競爭的賄選傳聞，而新當選派系上任後

用人頭把農、漁會信用部當作金庫搬錢的也時有所聞9。從整體融機構的逾放比

來看，農、漁會基層金融的逾放比從 1995 年的 5%，一路成長至 1998 年以後更

是每年都超過 10%以上，到 2000 年甚至超過了 15%。但一般認為，當時國民黨

執政下的政府遲遲沒有整頓金融機構的原因在於：基層金融機構是國民黨政府賴

以在選舉制度下長期執政的樁腳所在。戰後來台的國民黨藉由與地方派系的組織

聯盟來分配利益與延續政權10，即使經過 70 年代從硬威權到軟威權(from “hard” 

                                             
6 陳尚懋，2004，《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金融改革的政治分析：制度透明化與問責》，台北：政

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89。 
7 此 BIS 國際標準指的是由總部設在瑞士巴賽爾(Basel)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所訂定的標準。國際清算銀行是一個專門為各國中央銀行與各個國際組織提供

金融服務的組織，其目的在於透過促進各國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共同合作來追求世界性的

貨幣與財政穩定。 
8 關於過去國民黨如何從農、漁會動員地方派系與樁腳在選舉投票時的支持，陳介玄以及何思

因、李紀珠的文章有精采之分析。陳介玄，1995，《貨幣網絡與生活結構：地方金融、中小企業

與台灣世俗社會之轉化》，台北：聯經；Szu-yin, Ho(何思因) and Lee Jih-chu(李紀珠), 200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ocal Banking in Taiwan,” Issues & Studies 37, no.4(July/August 2001)：69-89. 
9 楊瑪利、楊麗君，2002，「基層金融改革的第一刀錯在哪裡」，《天下雜誌》，2002 年 12 月 1 日。

頁 130-132。 
10 為了表示與大陸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有鮮明的對比，國民政府陸續在台灣開放了地方選舉，但

地方選舉使地方人士有參與政治的管道，對國民黨來說為了持續保障其政治的權力，就必須與地

方派系結盟來使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可控制的」。在此恩庇－侍從的模式之下，國民黨需要地

方派系作為侍從的政治支持，而國民黨也給予這些地方派系地方性獨占事業的利潤(包括了銀行

或合作金庫、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以及汽車客運公司等等)以作為其恩庇的報

酬。詳細過程可見朱雲漢，1989，頁 148-158，以及 Szu-yin Ho(何思因) and Jih-chu Lee(李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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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oft” authoritarianism)的轉型與 80 年代的民主化之後，這個關係依舊沒有改

變；而既然地方金融機構是這個恩庇－侍從關係的中樞，那麼在國民黨的執政

下，即使弊端出現，政府自然也不可能拿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去大刀闊斧地改革基

層金融機構。 

    在民進黨改革前的 2001 年底，基層金融機構的逾放比率已高達 19%。雖然

當時台灣金融機構總體逾放比率在 8%左右，但在國際上的評比時基層金融機構

卻成為嚴重拉低台灣分數的致命傷。不過，這些農、漁會信用部等基層金融機構

的資金規模在台灣整體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來看似乎並不是 重要的。從表 4-4 來

看，全國農、漁會總存款只佔全國金融體系的 6.3%、放款僅佔 4.7%。雖然農、

漁會信用部的逾放比率 9.7%達到台灣整體金融機構逾放比率的兩倍之高，但以

其佔全國金融總體比率如此小的規模來看，基層金融的問題似乎不是台灣金融體

系問題 嚴重的地方。當時行政院長游錫堃表示，若不及時改革，農、漁會信用

部每三天將虧損 1 億元，而反對聲浪則表示，事實上當時台灣的銀行每三天則是

虧損 70 億元之譜11，若非民進黨政府欲在掌握政權時假改革之名剷除國民黨舊

勢力，否則基層金融的改革絕不是 急迫的重點，且近似於一舉消滅農、漁會信

用部的改革方式也有問題。農會與漁會之所以反對去掉信用部，主要是因為農、

漁會的總盈餘 90%是來自於信用部，兩會的日常運作所需費用也主要靠信用部的

支援12，若信用部遭裁撤，那麼兩會的經費將失去著落，無異等於消滅農、漁會。

當時親民黨立委劉松藩也說，全台灣三百多個農會總幹事，民進黨佔的比率微乎

其微，雖然政黨輪替，但民進黨仍無法撼動國民黨的地盤，「有什麼方法可以比

整頓基層金融可以更快、更容易瓦解國民黨的基層板塊呢？」13。 

 

                                                                                                                               
2001, Pp 79-87. 
11 全國農漁會自教會，2005，《1123 與農共生》，台北：全國農漁會自救會。頁 83。 
12 于宗先、王金利 著，2005，頁 312。 
13 《聯合報》，2002 年 9 月 21 日，4 版，「整頓基層金融 各說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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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基層金融機構與總體金融機構之存款、放款與逾放款之比較 
項目 金融機構 金額(億元) 佔總體比率 

農漁會 12,557  6.3%
存款 

總體金融機構 196,602 100%

農漁會 6,404  4.7%
放款 

總體金融機構 135,891 100%

農漁會 1,182  9.7%
逾放款 

總體金融機構 12,247 100%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02 年 12 月 1 日，頁 131。 

 

 

 

 

 

 132 



    在陳水扁總統喊出二五八計劃不久，金融重建基金即迅速展開整頓行動，對

農、漁會信用部採取分級管理。除了逾放比率在 10%以下的 83 家(約佔農、漁會

信用部總數的 30%)農、漁會信用部不受業務限制之外，其他等級都依照逾放比

率的高低，分別受不同程度的承作業務限制，逾放比率 嚴重的農、漁會信用部

甚至被凍結放款。對資金有著季節性需求的農、漁民向農、漁會借款遭拒後，憤

怒之聲開始在台灣各地湧現，並且台灣農、漁民與農、漁會緊密共生幾十年來的

社會網絡關係也是銀行所無法取代的14，民進黨的整頓動作隨即被解讀為政府要

趁機消滅農、漁會信用部的陰謀，嚴重影響農、漁民生計。在前總統、台聯黨精

神領袖李登輝的主導下，加上在野的國民黨、親民黨的強力杯葛，在十三萬五千

名農、漁民策劃在 11 月 23 日到總統府前大遊行之前的 11 月 18 日，陳水扁總統

在未事先知會財政部的情況下片面宣布暫緩基層金融的改革措施，並批評行政院

的改革措施不當，財政部長李庸三因而辭職下台。 

    綜觀陳水扁總統當初堅持以處理基層金融問題作為金改的第一步(鏟除國民

黨舊時代的選舉樁腳與地方勢力)，並且如此堅持改革基層金融機構(曾說「寧願

失去政權，也不做改革的懦夫」)，但又在十萬農民上街頭抗議的壓力下未與行

政機關取得共識就主動宣布暫緩基層金融的改革(為後年 2004 的總統大選著

想)，甚至使財政部長李庸三因裡外不是人難以自處而請辭下台，若非政治利益

考量大於金融改革的考量，難以解釋民進黨政府金改第一步的挫敗15。 

二、2001 年「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及其修正 

    2001 年 7 月通過的金融重建基金主要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但原本民進黨

計畫的基金規模在在野黨的強力杯葛下被刪減到只有 1,400 億元(約 42.4 億美

                                             
14 關於農、漁民與台灣基層金融的詳細關係可見詹朝立，2003，《天黑黑，麥落雨：十二萬農漁

民大遊行傳真》，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以及全國農漁會自教會，2005，《1123 與農共生》，

台北：全國農漁會自救會。 
15 基層金融機構的問題後來在全國農漁會自救會的努力奔走以及與行政院、立法院多次的協商

之下，終於在 2003 年 7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業金融法」，於農委會設置一金融單位「農

業金融局」統合處理兩會的金融問題，基層金融改革的爭議至此告一段落，但又引發與金管會事

權不統一的混亂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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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佔GDP的 1.4%)。有別於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一廂情願地主張出問題的金融機

構應立即由金融重建基金介入解決，而以親民黨為主的反對黨則認為，台灣早先

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應該發揮功能，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先估算「問題資產」的

部分，再透過標售(另一個市場機制)將良好資產的部份拍賣脫手來打銷「問題資

產」，而剩下的淨值為負的缺口再交由金融重建基金來補足16。隨著金融檢查發

現問題金融機構愈來愈多且嚴重，如單單接管、處理 44 家基層金融機構(農漁會

信用部 36 家與信用合作社 8 家)，就耗費 781 億多，所餘金額根本不敷尚在處理

的中興銀行、高雄企銀及 2 家基層金融機構使用。財政部在 2002 年中認為必須

將金額提高到 1 兆 500 億元17，提出重建基金條例修正案。但朝野對基金規模大

小、處理對象、賠付範圍、不良貸款計算等問題有所爭議18。經過數次協商，財

政部將金額降低到 6,800 億，但仍不被在野黨接受。後來才通過延長金融重建基

金一年的條文，至 2005 年 7 月中止運作，之後即必須回歸存款保險機制。2005

年 6 月 1 日，立法院再通過修正案，基金運作延長至 2010 年，並新增 1,100 億

元資金。總計金融重建基金迄 2006 年 11 月止，共處理 48 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以概括承受方式或標售，基金依法應賠付之總金額為 1,651 億元。其中，中興銀

及高企銀分別標售給聯邦銀行及玉山銀行，但因兩銀行淨值都為負數，金融重建

基金則因金額不足，分別只給予部分賠付。 

    在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下，以及政府要求公營銀行、準公營銀行即使一時降低

獲利也要打消呆帳，並以呆帳轉銷減扺盈餘，鼓勵民營銀行降低逾放比，台灣金

融機構的新標準逾放比在 2005 年 5 月時，47 家本國銀行部分，除花蓮企銀

(30.4%)、台東企銀(14.8%)、寶華銀行(24.7%，原泛亞銀行更名)及慶豐銀行(16.8%)

                                             
16 李桐豪，2006，「整併過程中之政府角色：市場機制 vs.政治機制」，收錄於《面對公與義：台

灣金融的健全化、效率化、全球化》，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頁 193-208。頁 201。 
17 據國際評比機關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的估計，金融重建基金約需 GDP 的 13%~17%，即

新台幣 1 兆 2,000 億到 1 兆 7,000 億之間。 
18 廖坤榮，2005，「金融重建基金制度建構與執行績效：台灣與南韓的比較分析」，《問題與研究》，

第 44 卷第 1 期，頁 79-114。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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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餘銀行的逾放比都在 5%以下19，表 4-1 也顯示基層金融構的逾放比都

下降了，顯見以降低逾放比為目標的第一次金改確實收效，但其成本卻有一大部

分由公共基金所負擔。由人民的納稅錢成立金融重建基金去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人

謀不臧造成的虧空，並大幅降低銀行的營業稅(從 5%降為 2%，相當於每年約減

少 450 億元稅收)去打消銀行自己造成的呆帳也使政府稅收短缺，都成為金融重

建基金在公平與正義上飽受批評之處。 

                                            

    不過，這個促使銀行積極打消呆帳的政策措施也間接對社會帶來了另外一個

反效果。政府要求銀行即使一時降低獲利也要把利潤拿去打消呆帳的結果，使得

銀行的利潤率下降，再加上民進黨政府遲遲不肯開放銀行登陸的意識型態，以及

其後推動金融機構合併的推波助瀾，銀行在台灣市場狹小、國際又沒有出路的情

況下，又擔心營業表現不佳成為被併購的對象，於是為了提高獲利紛紛將重點轉

向消費性金融，也為台灣的社會埋下了日後卡債與卡奴問題的「雙卡風暴」。 

 
19 林文斌，2007，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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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金融機構的整併 

    民進黨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改革又以金融機構整併的措施引起 多的爭議。一

方面，台灣銀行家數太多、規模太小所引發的問題確實需要透過金融機構的合併

來解決；但另一方面，本應由市場機制來主導的合併動作，在政府金改措施下「限

時限量」的半強迫性推動也造成國產賤賣、少數財團從中得利 大的結果。要探

討民進黨政府的金融改革之所以如此進行，應該要從大選過後初掌國家機器的民

進黨政府欲重新建立政商關係的考量來找答案。 

一、民進黨政府新政商關係的建立 

隨著民進黨取得政權，如何處理政商關係的課題也就逐漸浮上檯面。在民進

黨尚未執政之前，支持民進黨的企業多出於理念上的認同，其中又以中小企業佔

絕大多數，由於不倚靠政府的特權，因而敢放膽支持表達理念。而旗號鮮明支持

民進黨的大型企業集團不多，可以陳水扁競選總統時納入其「國政顧問團」的成

員為代表，主要包括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奇美實業董事長許文龍、台灣高鐵董

事長殷琪等。 

陳水扁政府上台後也不斷向企業界釋出善意。除了熱心參與企業界的各項活

動外，從 2000 年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當天所公佈的資政與國策顧問的名單來看，

117 人中出身企業界的高達二十多位，甚至還多於李登輝時代，這也是總統府一

向以來聘請國策顧問與資政商界人數 多的一次。名單中包括一向積極支持民進

黨的民間企業負責人、親近李登輝而本土意識濃厚的企業家、無特定色彩的企業

人士，甚至長期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工商團體負責人也位列其中20。陳水扁政府

一方面運用國家名義酬謝支持民進黨的企業主；另一方面，從此份名單中也可略

                                             
20 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如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奇美實業董事長許文龍、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 
明治食品負責人方仁惠、美國萬通銀行董事長吳澧培、誠泰銀行董事長林誠一、義美食品總經理 
高志明等，本土派人士的代表如大眾銀行董事長陳田錨、聯邦集團總裁林榮三等，無特定政治色 
彩的有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和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等，和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如力霸集團總裁王 
又曾、美吾髮公司董事長李成家等。參見陳麒而，2000，「大亨政治身價節節高」，《財訊》，第 
220 期(89 年 7 月)，頁 1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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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民進黨已有和欲積極爭取的工商人脈。 

民進黨和國民黨畢竟不同，並沒有自身經營的黨營事業，所以和企業界的關

係無法藉由共同經濟上的利益更加緊密，自然也就不可能談到所謂的「結盟」，

或是將政商關係制度化、組織化的處理。所以民進黨執政後和企業界的互動反而

比較類似威權時期的「非制度性各別攏絡」，而籠絡過程中提供的好處自然出自

龐大的國家機器，主要表現在民營化釋股和公共工程的承包上21。 

其中 典型的個案就是近期興建中的高速鐵路，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大規模

的公共工程建設，投資金額高達四千五百餘億。承建的台灣高鐵集團的成員，都

是與綠營關係密切的商界人士，包括殷琪(大陸工程)、黃茂雄(東元)、張榮發(長

榮)、蔡萬才(富邦)等，其中前二人擔任過扁政府的國策顧問，後二人擔任過資政，

可見都有「上達天聽」的能耐。在高鐵已發包的二千多億工程中，大陸工程公司

和長榮集團分別承包到五百餘億和四百餘億的工程，分居一、二名22；且在興建

過程中台灣高鐵集團面對政府常是高姿態，一再要求增資、聯貸，如果不是因為

和高層的關係，似乎台灣高鐵集團也不可能如此佔上風。 

除了個別攏絡企業，綠營也致力於收編企業組織。雖然國民黨在三大工商團

體──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中勢力根深蒂固，民進黨政府仍積極介

入三大工商團體的運作，如安排親近綠營的東元電機董事長黃茂雄接續辜濂松出

任工商協進會理事長。另方面，則設法扶植親近綠營的工商團體，這些團體的成

員多半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如由戴勝通擔任理事長的中小企業協會，和李成家推

動成立的工業協進會等，並使這些企業組織更進一步成為民進黨政府推動政策與

以資源換取支持的平台23。政黨輪替前後企業組織的動向可參見下表 4-5。 

在向企業界頻頻示好之外，民進黨主政以來的財經政策卻出現明顯的「路徑

                                             
21 黃宗昊，2004，頁 60。 
22 紀淑芳，2003，「四千億高鐵工程殷琪團隊拿 多」，《財訊》，第 251 期(92 年 2 月)，頁 121-126。 
23 成奈米，2003，「扁政府顛覆台灣三大工商團體」，《財訊》，第 258 期(92 年 9 月)，頁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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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現象，大幅延續先前國民黨政府的思維與做法，表現 明顯的即是對股市

的護盤、問題企業的紓困和提供優惠的房貸等。有論者比對民進黨黨綱中的政策

理念和民進黨執政後實際的政策作為後發現，現時大幅干預市場的作法完全不符

合黨綱中自由主義的經濟精神24。合理的可能推想是：民進黨政府面對先前國民

黨執政時留下的問題企業與金融缺口，一方面想用紓困的方式暫時維繫問題財團

的一線生機，以免破產倒閉帶來更大的經濟波動、社會不安，有損民進黨自身的

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則希望藉由政府政策作為提昇股市與房地產業的景氣，讓財

團們的資產能夠解套，提供清償債務的利基，使問題能迎刃而解。但截至目前，

整個政策作為事倍功半，景氣尚未完全恢復但紓困的金額卻越撥越多；即使將來

景氣好轉，問題財團們真的會願意清償債務，還是一如國民黨時期有恃無恐、賴

定國家，從「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角度看來，前景可能是不樂觀的25。 

                                             
24 呂秋遠，2000，「政黨理念與政治現實的碰撞：國民黨與民進黨財經政策之比較」，《問題與研 
究》，第 39 卷第 11 期(民國 89 年 11 月)，頁 27-28。 
25 黃宗昊，200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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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政黨輪替後企業組織動向表 
組織名稱 國民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執政時期 政治走向 

全國工業總會 

(工總) 

工總理事長為國民黨所器重，甚至

為當然中常委，如第一屆林挺生、

第二屆辜振甫，第三屆許勝發，第

四屆高清愿均是。 

工總由於 2000 年代表傳統產業的

林坤鐘和代表科技產業的孫道存競

逐理事長，林坤中出線，但工總凝

聚力鬆動。2003 年 4 月改選，東和

鋼鐵侯貞雄出任新龍頭。 

工總組織綿密，且為集體領

導，國民黨長期佈局，綠營對

工總只有部分影響力。現任理

事長侯貞雄本身為無黨籍。

全國商業總會 

(商總) 

原商總理事長，力霸集團董事長王

又曾，過去擔任過國民黨中常委。

力霸集團與商總淵源甚深，亦接近

國民黨色彩。 

現任理事長力霸集團王令麟因國民

黨「反黑金」條款限制，2001 年未

獲提名，棄選立委。2002 年因「台

開案」官司纏身，綠營亦保持距離。

原親近國民黨，目前藍綠色彩

均淡。 

工商協進會 

組織成員囊括工商界重要企業，由

辜振甫和其姪辜濂松先後擔任理事

長（親國民黨）。 

2002 年 6 月理事長改選，辜濂松有

意推薦復華投信王志剛接任，卻被

由層峰支持之東元電機黃茂雄所擠

下。 

黃茂雄與李登輝、陳水扁關係

不錯。 

中小企業協會 

政黨輪替前，中小企業協會較不受

重視，影響力亦較小。 

民進黨執政後全力扶植中小企業協

會，理事長戴勝通三年內均隨總統

或閣揆出訪。 

目前與綠營關係極密切，配合

度也高。 

工業協進會 

李成家曾任國民黨不分區國代和投

管會委員，與李登輝、賴國洲熟識。

2001 年李成家等組「工商協進會」

向「工總」挑戰，深受府院高層支

持。 

2001 年國民黨「十六大」改

選中央委員，李成家放棄參

選，漸與綠營接近。 

台灣區電機 

電子工會 

(電電工會) 

原接近泛藍系統，前任理事長西菱

電子吳思鍾與宋楚瑜有姻親關係。

2001 年由金寶集團許勝雄接任，與

藍綠保持良好關係。 

目前維持中立色彩。 

資料來源：黃宗昊，200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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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進黨進佔國家後，也順帶取得了一批龐大的戰利品，就是政府所擁有的

國營企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尚未民營化的主要是產業部門，金融部門雖

然已完成了民營化，但政府仍然持有相當比例的股份，掌握了實質的控制權。公

營事業的龐大與豐厚實力，相較於民營企業仍然毫不遜色26。既然執政後握有如

此豐厚的經濟資源，當然要加以適當的運用，以為其政治利益服務。 

在政治運用之前，要先能掌控企業，因此民進黨政府陸續更換官股代表，換

上了一批有民進黨背景的董、監事。綠營人馬進駐國營企業，除了酬庸性質之外，

主要的任務有二：一是調度資源，以利政策執行與政權延續；二是革除弊端，為

陳水扁政權加分27。而人事佈局的基本原則是，政治任命的董事長，搭配專業人

才的總經理；關鍵的人事任命往往由總統府欽定，而中下游的職位則各部會仍有

置喙的餘地28。 

這批董、監事由於沒有包袱，在產業部門確能對第二項任務有所發揮。如

2002 年換任董事長的一批國營企業，包括中油(郭進財)、台電(林能白)、台糖(吳

乃仁)、台鹽(鄭寶清)和中船(徐強)等，獲利都大幅提昇，2002 年度的法定盈餘達

成率為 170%，較 2001 年度成長了 210%29。但與政權更為密切相關的第一項任

務，金融部門扮演的角色相較於產業部門又更為吃重。 

二、2001 年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通過與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 

金融部門掌握了資金，而資金是 為有力且方便的政策工具，無論是攏絡地

                                             
26 2002 年國營事業中營業淨額前五大的公司中國石油、中央健康保險局、台灣電力、郵政儲金 
匯業局和勞工保險局，在台灣所有企業中分居第 2、3、4、5、8 名；而其中郵政儲金匯業局的資 
產總額超過 3 兆，更傲視群倫，位居所有企業第 1 名，台灣電力也有第 8 名的身價。見中華徵信 
所，2004，《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2003 年版)》，頁 624。自民營化後的華南銀行轉型的華南金 
控集團，其在 2001 年的資產總額以 1 兆 4000 億高居所有企業集團的榜首，由交通銀行轉型的交 
銀金控集團也有 6200 億的身價，排第 10 名。詳見中華徵信所，2004，《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

(2003 年版)》，頁 18。 
27 黃宗昊，2004，頁 62。 
28 田習如，2002，「揭開阿扁國營事業接收術」，《財訊》，第 242 期(91 年 5 月)，頁 158-162。 
29 黃子俊，2003，「國營綠色董事長硬叫獲利翻紅」，《商業周刊》，第 813 期(92 年 6 月)，頁 82-84。
不過關於這些國營企業的獲利方式仍有爭議，因為這些國營企業多半是藉由裁員與變賣資產來達

成帳面上的盈餘，並非全都藉由競爭力的提升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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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勢力或營造政商關係，金融機構的放款與資金調度都較總體性的經濟或財政政

策來的有彈性，更能因時、因地制宜。原屬省府和財政部的金融機構分別在 1998

和 1999 年完成民營化，但國家仍持有股份至少 30%以上30，掌握了實質的控制

權，再加上財政部身為主管機關握有監督的行政優勢31，使得這批金融機構一方

面披上「民營」的外衣可躲避立法部門的監督，另一方面則身處公私部門間的模

糊地帶，帶給為政者更大的政治運作空間。 

適逢世紀之交的此時，全球的金融環境出現了重大的突破。隨著 90 年代金

融自由化快速進行的全球化風潮帶動金融業與時俱進的競爭需求，日本、美國等

先進國家在金融業現代化的發展動向上出現了大變革(big bang)：為了達成規模

經濟、分散風險與降低成本，分別在 1997 年與 1999 年立法容許其金融機構採行

「金融控股公司」32的模式來進行跨業經營證券、保險等相關業務，以與歐洲行

之有年一直以混業方式經營的「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競爭33。 

台灣雖然在此之前由於歷史原因早年曾准許部分公營銀行設立信託部和證

券部，已經有混業經營的情況，但 1975 年銀行法修正之後即嚴格採取分業的制

度34。台灣經過 1990 年代的金融機構開放35，出現了透過轉投資而形成兼有銀

行、證券和保險公司的金融集團。依財政部儲委會的研究，在 2000 年涉及金融

                                             
30 原屬省府的金融機構包括彰化銀行、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台灣人壽保 
險公司、台灣產物保險公司、台灣開發信託投資公司，原屬財政部的金融機構包括農民銀行和交 
通銀行。各金融機構民營化後國家持股比率，見張晉芬，2001，《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台北：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81。 
31 自 2004 年 7 月 1 日以後，金融監理大權改隸行政院新成立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2 所謂的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以金融為主導行業，並透過控股方式下轄各種多元化的金

融機構，如銀行、票券、證券、保險等。就銀行跨業經營型態而言，傳統上主要有銀行內直接兼

營、銀行轉投資經營等類型。而與一般銀行為控股公司再轉投資其他金融機構(也就是一般所謂

的綜合銀行制)相較，控股公司旗下金融機構的關係平等，經營業務時也較不致產生利益衝突的

問題。此外，控股公司還能強化專業分工及經營效率，使組織、管理及財務運用之彈性化，擴大

金融經濟規模及經濟範疇並有助於金融跨業經營合併監理。在金融業務朝向全球化發展，銀行、

證券、保險間業務區隔及差異漸趨模糊之際，金融控股公司逐漸成為國際性金融集團演進及整合

的趨勢。 
33 關於金融機構各種不同跨業經營方式的優缺點，可參見王志誠，2000，「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

規範與監理機制」，《政大法學評論》，第 64 期(89 年 12 月)，頁 153-185。 
34 林文斌，2007，頁 285。 
35 包括 1988 年證交法修正開放券商、1989 年銀行法修正開放銀行、1992 年保險法增修放寬投

資、1994 年開放票券金融公司、1997 修正銀行法放寛銀行轉投資金融相關事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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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的台灣金融集團有 28 家，若排除外商金融集團和非以金融業為主的集

團，則 19 家以金融業為主業者之中，國家持股者有 9 家，其餘 10 家中有 8 家為

家族控股。利用交換持股與董監兼營的家族控股金融集團有許多負面影響：(一)

在股權結構上易導致非常規交易以圖利關係人；(二)關係企業之認定在公司法上

採取法律所有權多寡而非實質控制權，讓家族控股規避公司法的規定；(三)兼營

的跨業型態易發生業務上的利益衝突；(四)集團內交易缺乏監理機制易導致風險

集中；(五)集團營運複雜將導致利用不同主管機關監督尺度的差異，進行資產相

互轉移，以隱匿風險及虛飾報表36。由此之故，一方面為了消除這些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也因為銀行過度競爭，金融機構規模過小，根本無法與國際金融機構

競爭，因此財政部希望利用金控法規範經營權、透過合併降低家族持股、建立集

團內防火牆並透明化內部資訊揭露，以及迅速整併不同業種而擴大規模、發揮經

營綜合效益37。在上述考量之下，民進黨政府與財政部開始積極推動「金融控股

公司法」的立法。 

                                            

2001 年 6 月立法院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財政部年底開放設立金融控股

公司，已民營化的華南、第一、交通等 3 家銀行都提出申請；截至 2003 年 2 月

為止，台灣已成立的 14 家金控公司，政府「間接直營」的就有華南金控、第一

金控和兆豐金控(由原「交銀金控」更名)等三家。在 14 家金控中，資產規模

大總額破兆的有 5 家，「準」公營的 3 家均名列其中；而拿出資本額 雄厚破千

億的有 2 家，分別是開發金控和兆豐金控38，也許這正是政治力常介入這兩家公

司經營的原因。 

在此金融版圖重組過程中， 引人注目的就是兆豐金控。兆豐金控董事長鄭

深池為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的女婿，於 2001 年 7 月由長榮集團副總裁轉任交通

 
36 桂先農等 著，2001，《金融集團監理之比較研究》，台北：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委員會金融

硏究小組。頁 168、174-176。 
37 彭金隆，2004，《金融控股公司法：法制監理與經營策略》，台北：智勝文化。頁 32。 
38 另兩家資產總額破兆的金控為國泰金控和富邦金控。以上金控相關資料，可參見許秀惠， 
2003，「台灣十四家金控公司總評鑑」，《財訊》，第 252 期(92 年 3 月)，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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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擔任董事長，和總統陳水扁關係密切。從交通銀行一路擴張版圖到兆豐金控

的過程中，處處可見政府介入的痕跡， 明顯的就是組成兆豐金控的五家子公司

中，就有四家和政府關係密切。交通銀行是近期才民營化的金融機構，中國國際

商銀、中國產物保險和中興票券都有大量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有倍利國際

證券是純粹的民營企業。可說資產總額和資本額「雙高」的兆豐金控扮演的角色，

一定程度上就是國家在金融部門的 大代理人；而兆豐金控又是在民進黨執政下

一力促成，所以和綠營關係密切的兆豐金控董事長鄭深池就被媒體形容是「阿扁

的『劉泰英』」和「民進黨的『綠色大掌櫃』」39。 

財政部原先開放金控公司的設立，是想鼓勵金融機構同業或異業合併整合，

可節省成本、強化體質、提昇競爭力；還附帶一如意算盤，即是藉合併整合之便，

讓金融機構間以「有餘」補「不足」，使各機構的壞帳問題內部化，並降低逾期

放款比率。財政部原先的用意也許良善，可是一旦碰上公私定位模糊不清的金融

機構並加上特定選舉利益的政治考量後，整個政策的後果可能就會起化學變化，

造成極危險的效應40。 

    金融控股公司法以被合併公司股東出售股票所得以票面計算、所得稅與證交

稅也免徵、金控旗下公司採取連結稅制等，間接減稅措施鼓勵金融控股公司設

立。由於設立金控公司 低資本額只要 200 億元，財政部亦只作形式審查，在一

個月內就通過 4 家金控設立。一年內台灣就出現 14 家金控公司。2002 年，國泰

金控合併世華銀行、富邦金控合併台北銀行，都引起軒然大波。前者發生國泰金

控以壽險保費資金轉投資和富邦金控以金融債作為併購資金，因主管單位不同而

發生差別監管問題41；後者則產生台北市政府未對北銀資產重估而引起「賤賣」

                                             
39 畢曉吉，2002，「鄭深池是阿扁的『劉泰英』？」，《財訊》，第 249 期( 91 年 12 月)，頁 322-324。 
40 黃宗昊，2004，頁 63。 
41 富邦集團是透過富邦金控發行海外可轉讓公司債(ECB)的資金購入世華銀股權，主管機關是財

政部金融局；國壽集團是透過國壽可運用資金的投資法令，向財政部保險司申請。保險司同意國

壽投資世華銀行的股份由 15%提高到 20%，富邦金控以 ECB 購入世華銀行股票卻被金融局擋了

下來。金融局認為負債不應拿來併購，避免股本虛胖。詳見《經濟日報》，2002 年 11 月 9 日，7
版，「金控縱橫創新局系列報導 10：金控戰火延燒法令制衡待補強」。 

 143 



公產的批評42。合併後，國泰金控資產成長 84%，隔年獲利成長 57%。富邦金控

則分別是 150%與 47%43，一舉拉開與其他金控的差距，也引起一陣金控合併銀

行風潮。但在合併之中，由於金控法(第 36、37 條)只規範金控公司本身的投資

上限，並未規範子公司的投資，以致金控可以旗下子公司轉投資的方法取得銀行

法規定的 15%以內的股權，再輔以台灣特有的「委託書蒐購」，即可事前佈局，

在關鍵時刻入主其他金控公司。2004 年 4 月中信金控以不到 10%的持股入主開

發金控即為一例44，凸顯金控法的漏洞。更糟的是，若金控公司入主其他金融機

構後，再以控制董事會方式和金控公司採取「不等價換股」合併，導致被合併者

股東的損失、圖利金控公司時，主管當局也只能以業者合意的契約行為而莫可奈

何45。2005 年中信金控企圖讓旗下的統一證券、中信證券和開發金控換股的「三

合一案」，即為一例46。但政府不顧這個漏洞可能大開金控惡意併購之門，陳水

扁總統接受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指金控必須整併以增加競爭力的建議，在 2004

年 10 月 21 日提出了二次金改四大目標，讓台灣的金融局勢更加風起雲湧。 

三、2004 年二次金改：兩年內將 12 家官股銀行與 14 家金控公司減半 

    隨著 2004 年總統大選的迫近，泛藍陣營認真考量為了「收復」執政權而合

作的可能性。在歷經權謀、耳語、放話和協調後，泛藍終於在 2003 年 4 月正式

宣佈連、宋搭擋參選正、副總統。自信滿滿的國、親兩黨依前屆總統大選的得票

率，深信統一的泛藍一定會贏回執政權。而泛綠陣營卻顯得心情沉重，因為民進

黨執政 4 年的前半段，台灣遭逢前所未有的經濟負成長和超過 5%的失業率，後

                                             
42 北銀 20 多年沒有資產重估，但其所有土地地價連翻數倍，富邦只以市價和北銀以 1.09：1 換

股，顯然便宜太多。富邦銀行資產約 2,600 億元，富邦金控約 1 兆 3,000 萬，換股後輕易取得資

產 6,500 億的北銀。 
43 天下雜誌編輯部，2005，「 大一次財富重分配：誰來監理金控巨獸」，《天下雜誌》，2005 年

9 月 15 日，頁 116-128。頁 122。 
44 《工商時報》，2004 年 4 月 25 日，第 10 版，「開發金經營權爭奪戰幕後大公開」。 
45 林文斌，2007，頁 286。 
46 開發金控在中信集團入主後，在毫無預警下，大舉提列長期投資跌價損失，致開發金控每股

淨值跌到僅十元多，似有意刻意打壓股價，市場「厚中信證券、薄開發金」傳聞不脛而走；若以

市場傳聞 1 股中信證可換 1.468 股的開發金，對持有約 4 成的中信集團來說受益 大，然而開發 
金所有股東將吃了悶虧。詳見《工商時報》，2005 年 3 月 24 日，2 版，「獨厚中信證？換股比率

惹爭議開發金股東吃悶虧」。這個三合一案，後來在開發金官股董事反對下而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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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期又因為民進黨政府顯現和以往國民黨一黨統治時類似的作風，如情治單位違

法政治監聽、檢調單位以「洩漏國防機密文件」為名，對報導的新聞媒體大肆搜

索和查扣、朝野爭議「三通」議題造成財經政策空轉、基層金融整頓緊急煞車、

財團勢力在執政當局默許和鼓勵下涉入公有事業，造成官商勾結的負面形象47。

不過，2004 年大選前一天發生震驚中外的陳水扁、呂秀蓮遭槍擊受傷案為選情

投下不確定炸彈。翌日開票結果，陳呂配以 50.1%對連宋配的 49.8%，以不到 3

萬票的差距險勝，泛藍對此結果不服，認為槍擊案是陳呂一手主導來影響選情的

戲碼，並提出選舉無效之訴。2004 年選後的新政府就在爭議性相當大的情形之

下上任。2004 年底的立委選舉，泛綠陣營的席次較之 2001 年幾無變動，而國民

黨席次大增 11 席，親民黨則銳減 12 席，親民黨籍立委接連返回國民黨，宋楚瑜

則逐漸淡出政壇。但立法院中朝小野大之勢不變，陳水扁總統和選後擔任閣揆的

謝長廷仍然遭受在野黨的嚴厲監督。 

    在這樣與 2000 年甫上任相似的政治環境之下，同年 10 月陳水扁總統宣佈了

第二階段金融改革措施的推動。「二次金改」包含了四大目標：(1)2005 年底前促

成 3 家金融機構市占率達 10%以上；(2)2005 年底前將 12 家官股金融機構數目減

半為 6 家48；(3)2006 年底前將 14 家金控公司減半為 7 家；(4)2006 年底前至少 1

家金融機構由外資經營或至國外上市。四大目標預計在 2006 年底前全部完成。 

    二次金改的政策一宣佈，馬上引發金融界的喧然大波，14 家金控公司都擔

心無法擠入前 7 名而被消滅，爭先恐後地想盡辦法併購銀行，同時財政部也匆匆

忙忙逼著公營行庫在期限內快速賣出。在此四大目標的宣誓下，民營金控將合併

目標轉向資產更多的公股控制的銀行。2005 年即有台新金控以發行海外公司債

                                             
47 朱雲漢，2004，「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台灣民主季刊》，第 1 卷第 1 期，頁 143-162。
頁 152-155。 
48 1998 年有彰銀、一銀、華南、台企銀等 4 家出售股權。1999 年有交銀、農銀、高銀、北銀等

4 家民營化，但至 2004 年底，政府持股比例如下：交銀有 18.37%、北銀(併入富邦金控)有 14.36%、
彰銀有 21.31%、一銀有 20.29%、華南有 31.46%、台企銀有 37.99%、農銀有 38.97%、高銀有

47.90%。除交銀、北銀外，其他可說是公股居多的銀行。中央政府部分的 12 家即包括前述的 6
家及中國商銀(併入兆豐金控)、中信局、台銀、土銀、合作金庫、中國輸出入銀行等 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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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資打敗新加坡國營控股公司淡馬錫，以高出股價四成的高價，標得彰化銀行發

行的特別股，獲得約 15%的股權，財政部還承諾會讓台新金控成為 大單一股

東，並給予過半數的董事席位。這是否會再發生前述中信金和開發金的狀況呢

49？但陳水扁總統公開宣示，二次金改一定要達成既定目標，金管會、財政部都

毫無異議。隨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被列為民營化對象，引起工會強烈反彈。銀

行員工會也指出，在金控整併下，已有超過 1 萬 5,000 名銀行員因此離職，此時

政界、學界和媒體都開始質疑二次金改的時間表為何如此急迫？更進一步反省金

控法通過之後，政府動用各種資源，包括公營銀行民營化，期望讓金控公司成為

台灣第二個電子產業，增加國家競爭力，但金融併購的結果反而讓吳、辜、蔡三

大家族掌握了六大金控公司。這樣的金融機構合併是否發揮了當初所想得到的綜

效，二次金改除了讓三大家族壟斷了金融資源，在民營化籍口下賤賣國家資產圖

利特定財團，在在都引起爭議。 

    不過，陳水扁總統仍然執意要求推動，甚至公開說「做不到，就換人」。公

股銀行於是在財政部推動下，計劃台銀和中信局合併、農民銀行和合作金庫銀行

合併，只餘激烈扺抗的台企銀。後來公股控制的兆豐金控宣佈合併台企銀，完成

了公股銀行在 2005 年減半的目標(見下表 4-7)。不過，2006 年 2 月，中信金控透

過香港子公司蒐購兆豐金控，宣佈已握有 10%股權。此種不增資已拿下的開發金

控，卻還得隴望蜀的作法，惹惱了財政部和金管會，也引起大眾對金控橫行的不

滿；但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中信金控「撈過界」動到了與民進黨政府關係特別

良好的兆豐金控。2006 年 4 月，總統府和新任閣揆蘇貞昌取得共識，放棄推動

限時減半的目標50，以免再遭財團化、金融資源集中化的批判。不過，原本公股

控制的兆豐金控 7 月改選時，董事長雖然沒換，但卻由公股代表變為民股選任，

公股董事甚至可能不到一半，後來經過協商才維持一半，但中信集團勢力已經坐

                                             
49 見本章第 144 頁所述案例，凸顯了金控法的漏洞。 
50 2006 年 4 月 12 日，在各界的質疑和各方面的壓力下，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在立法院公開證實

了政府二次金改的行動將「踩剎車」，行政院宣佈暫緩二次金改時所宣示的金融機構整併動作，

並表示將重新檢討二次金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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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 2006 年初，吳辜蔡三大家族控制的六大金控已佔了市場顯著的位置，三

大財團家族資產從 1999 年的 3.3 兆元暴增為 2004 年的 9.4 兆元，和其他非金融

集團企業相比，資產也大的驚人。新聞媒體頻頻指出，陳水扁總統及其夫人與金

控財團親近51，若要想要爭取金融機構經營權，坊間傳聞「不跑總統官邸拿不到

銀行」52，政府頻頻以人為力量養大特定金融機構，為政府自 2001 年後的金融

改革政策染上疑雲：藉著透過金融整併來減少金融機構的家數以及擴大特定金融

機構的規模，使過去分散的金融機構更加容易被民進黨政府所掌握。 

 

 

 

 

 

 

 

 

 

 

 

 

 

                                             
51 《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19 日，A4 版，「扁與 14 金控財團政商情緣」。 
52 天下雜誌編輯部，2005，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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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005 年官股銀行減半進展概況 
時間 事件 符合 10%市佔率 

2005/03/15 寶來證券集團入主僑銀  

2005/08/06 台開信託之信用部為日盛銀收購  

2005/09/09 台灣企銀標售失敗  

2005/09/23 台新金特別股入主彰化銀行 符合 

2005/11/09 合作金庫銀行與農民銀行合併 符合 

2005/11/17 台灣銀行與中央信託局合併(核定) 符合 

2005/12/16 兆豐金控宣佈以 9 元為上限購買台灣企銀股票 符合 

在 2005 年底之前民進黨政府完成官股減半的目標，存續的金融機構有： 

                                          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兆豐金控、華南金控、第一金控。

資料來源：李桐豪，2006，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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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股銀行減半的部份，表面上政府的目標是做到了(見上表 4-6)，但是合

作金庫銀行與農民銀行合併、台灣銀行與中央信託局合併、兆豐金控宣佈購買台

灣企銀股票等三個合併案，似乎是為應付完成政府所宣示的二次金改任務而急就

章促成的53，政府不求以企業改造的方式來提升經營效率，改善自身掌控金融機

構的體質，卻藉著合併的表面方式號稱可以提升銀行的競爭力，這種做法不無疑

問。有說法認為，官股銀行減半只是政府想在 短時間內擺脫在其控制下表現較

差的金融機構54，亦或許民進黨政府欲藉整併順道將官股銀行交由與民進黨政府

親附的銀行。 

    政府或許可以透過行政力量完成將官股金融機構減半的任務，但是政府卻缺

乏政策工具來推動金控公司減半的目標。從二次金改在 2004 年 10 月提出之後一

直到第一次喊停的 2006 年 4 月，14 家金控公司減半的目標毫無進展，沒有一家

金控願意被合併，擔憂被併吞的各金控公司勤走總統府或積極與第一家庭交好也

引發許多官商勾結的聯想。事實上，公司合併的原動力應該是來自企業本身基於

商業策略的考量，透過市場力量來完成合併。扮演的公平仲裁者的角色，注意企

業運作對社會各層面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才是政府應該做的工作。 

    雖然二次金改的實施方式引起爭議，但國內銀行、金控太多，導致競爭激烈

55，同時銀行、金控規模也太小，不利爭取國際級貸款案，也是不爭的事實56。

                                             
53 李桐豪，2005，頁 204。 
54 李桐豪，2005，頁 205。 
55 不過根據中央銀行網站(http://www.cbc.gov.tw)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05 年 4 月底止，本國

銀行家數從 多時期的 53 家，經由併購之後降為 47 家，但是分行家數卻不減反增。顯示並未因

為併購而有效改善「銀行家數過多」的情形，只是再換上一塊新的招牌繼續營業。 
56 不過關於金融機構的規模與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其實尚有許多爭議，可見夏傳位，2005，《禿

鷹的晚餐：金融併購的社會後果》，台北：中華民國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沈中華，2006，「金

改優缺點政府都應講清楚」，收錄於《面對公與義：台灣金融的健全化、效率化、全球化》，頁

179-192，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事實上根據國內外研究的結果，從銀行的規模大小無法解釋

是否獲利，可見 Allen N. Berger, 1995, “The Profit-Structure Relationship in Banking：Tests of 
Market-Power and Efficient-Structure Hypothes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7, 
No.2(May 1995)：404-432.。 有能力獲利的金融機構其實是中等規模的金融機構，一方面可避

免規模過大所導致的行政繁瑣，一方面也因其業務的專業性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而保持高度的競

爭力，詳見 Aruna Srinivasan, 1991, “Review of The Interstate Banking Revolution, by Peter Rose.” 
Federal Reserve of Atlanta, Economic Review(March/April 199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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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前三大銀行市佔率為例，1999 年底時合計為 23%，但 2003 年底竟下降到

18.1%。再以金控公司為例，2004 年資產 多的國泰金控，其市佔率也只有

7.68%、前三大金控公司(國泰金控、兆豐金控、富邦金控)的市佔率還不到 20%，

而規模 小的國票金控市佔率更只有 0.62%57。如此小而分散的金融機構，是沒

有能力跨出國界同區域、國際級的金融機構競爭重大貸款案的商機的。二次金改

的目標有其正當性，只是實施方式及步驟都在民進黨強大的政府角色鑿痕之下違

反市場規則地進行著，政治利益的考量不言可喻。 

 

                                             
57 林蒼祥，2004，「從金控公司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國家政策季刊》，第 3 卷第 4 期，頁 30-35。
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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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金融監理機制的建立 

    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的金改還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金融監理機制──「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為「金管會」)──的建立。既然經過 90 年代的民營

化與 2000 年後的金改使得公營行庫和大多數的銀行都掌握在少數財團手中，那

麼金融監理機制的設計就成為政府(不論政權落在哪一個政黨手中)制衡金融機

構 重要的方式，故金融監理機制的成立也引發高度的重視與爭議。 

    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之後台灣金融體系運作上的許多亂象，究其原因應該是

與 2001 年時「金融六法」六個法案一併包裹表決、不到一年多的審查時間即快

速通過、通過後財政部又未嚴格審查金控公司的成立有關。監察院 2004 年對此

提出糾正文，指財政部規定的許可門檻過低、未落實專業審查、合併事業許可標

準不明確、換股比未依客觀標準審查等十餘項，其中金管會組織法遲未通過無法

監理，導致金融控股公司 2001 年成立後直到 2003 年金管會成立中間有長達兩年

的監理空窗期，更是重要原因58。 

    從 2001 年 10 月金控公司開始成立到 2003 年 7 月金管會開始運作，兩年的

監理空窗期已使金控公司趁機坐大，更讓金管會的獨立性受到嚴格挑戰。例如金

管會鑑於先前中信金控以中國人壽非自有資金取得中華開發股份，進而掌握經營

權的不當作法，擬修法禁止投資者擔任被投資者的董監事(被稱為中信金條款)。

但此亡羊補牢之作遭到財團強烈反對59。在經歷前述有損名譽的事件後，金管會

開始積極展現強勢監管能力，力圖挽回顏面，如對中信金違規動用資金購買兆豐

金股票，暫緩核准其海外分行增設及轉投資和募資申請，堪稱是金管會成立以來

嚴厲的處分60。2006 年 7 月底，金管會再對中信金控發出包括要求一年內賣出

                                             
58 監察院，2004 年 6 月 14 日，監察院針就金控公司審核作業及標準糾正文。 
59 刁曼蓬、陳雅慧，2005，「專訪金管會發言人林忠正：看門狗也得有可看管的指標」，《天下雜

誌》，2005 年 9 月 15 日，頁 138-140。頁 139。 
60 《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28 日，A8 版，「金管會開刀懲處偷跑中信金禁加碼兆豐金」。但金

管會這個力圖挽回顏面的舉動一般都解讀為政治考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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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金 3.9%持股、辜仲諒辭去中信銀行董事長等的六大處分61。金管會稍早則提

出修法經行政院核准後送交立法院，並警告財團在此之前若有瞞天過海之舉，金

管會將會駁回62。此一修正案成為金管會維持獨立性與監管專業的試金石63。 

    金管會一連串爭議性的來源究其原因還是政治力考量大過於金融監理獨立

性考量的結果。「金管會組織法」在和「金融六法」的法案在 2000 年底一起提出

時，「金融控股公司法」並未遭到大多阻攔，但「金管會組織法」一案卻因金管

會的組成將會分割原本由財政部所管轄的銀行局、證管會、保險局與金檢單位而

遭到財政部的消極扺抗，財政部政務次長甚至公開主張金管、金控兩法不必綁在

一起64、由財政部獨攬金融檢查權65，財政部長也說金監會沒有設立急迫性66。

想要轉型的財團和美商花旗則一直遊說先通過金控法再說67，加上在野黨對金管

會主委及委員的任命程序也有意見。結果，執政黨 後選擇兩法脫鉤，強行包裹

表決金融六法。在野黨不滿這樣的作法，乃要求在金控法內訂定金管會組織法須

在金控法生效前的 2001 年 10 月完成立法。但往後的兩年，卻因為朝野在立法院

對立的大環境，及對金管會委員組織方式有爭議的情況下(如委員是否為政黨比

例制、是否須經立法院同意等)，直到 2003 年 7 月，才達成由總統直接任命、相

同黨籍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毋須立院同意的結論。然而，2004 年總統大選在

即，金管會組織法被當作立法院「業績」而快速通過，政壇更盛傳，因為金管會

2004 年 7 月才成立，屆時將由新任總統認命，泛藍陣營自認「連宋」可以勝選

才會同意68。雖然這個結果並沒有發生，金管會也順利成立。但是，雖然金融監

理一元化一般都認為是全球金融業發展的趨勢，不過真正的一元化監理在世界各

                                             
61 《中國時報》，2006 年 7 月 21 日，A1 版，「插旗兆豐金，金管會祭出 6 大懲處中信銀老董辜

仲諒下台」。 
62 《經濟日報》，2006 年 7 月 4 日，A3 版，「中信金條款？金控轉投資瞞天過海恐被駁回」。 
63 林文斌，2007，頁 289。 
64 《聯合報》，2001 年 6 月 23 日，4 版，「陳沖：金控法金監法不必然要綁在一起」。 
65 《經濟日報》，2001 年 7 月 22 日，3 版，「陳沖：金監權 好財政部獨攬」。 
66 《經濟日報》，2002 年 1 月 8 日，2 版，「顏：金監會設立無急迫性」。 
67 《聯合報》，2001 年 6 月 2 日，4 版，「金監法行政院財政部不同調」。 
68 林文斌，2007，頁 288。 

 152 



國仍然是少見的，而且國際清算銀行下轄的銀行委員會、證券委員會和保險委員

會仍在討論如何整合監理。因此，甫成立之金管會的主事者能否建立專業和政治

中立的獨立形象便十分重要。 

                                            

    獨立性一般涉及三個層次：一是組織定位上的獨立，二為金管會委員的中立

性，三是政策過程的透明性及制度規範。首先在組織定位上，金管會在金監法中

所規定的組織地位為隸屬於行政院的下屬單位，如此執政黨即可透過行政干預影

響金管會的運作。而我們也可以從前述中信金遭金管會嚴厲處分的例子中看出行

政力量對金管會監理運作的強大影響，在台灣一片金融合併的爭奪大戰中唯有中

信金遭受到嚴厲的處分，其原因就在於中信金撈過界去併購與民進黨政府關係良

好的兆豐金而使政府強烈重視。第二就是金管會委員的中立性，金管會委員的產

生是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雖然有同一黨派委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限制，

但歷次金管會委員的認命，都有形式上為無黨籍但實際上政黨傾向濃厚的情形發

生。連任的陳水扁總統在第一屆金管會成員任命中首先提名在選前公開支持他的

前外國銀行主管、時任台糖董事長的龔照勝擔任主委，引來其是否適任的疑慮。

龔照勝認真執行二次金改革，但甫上任卻發生金管會金檢局長李進誠涉及股市

「秃鷹案」69被訴，引來金管會用人不當批評。2006 年 4 月後，龔氏因為台糖董

座任內涉及貪瀆被訴，遭新任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求其辭職下台，龔氏則以主委有

四年任期保障為由拒絕。行政院後依公務人員服務法直接解職，但也引起原本為

了保障金管會獨立性而給予金管會主委和委員的任期保障是否該有限制範圍的

爭議。後在 2006 年 8 月 4 號由原金管會委員施俊吉接任主委。2006 年 10 月底，

民進黨藉的金管會委員林忠正因涉及收受金控公司賄賂，遭收押調查。此三事件

嚴重傷害了金管會所亟欲建立的威信。2007 年 1 月 12 日，因力霸集團風暴引發

中華商銀危機，施俊吉請辭下台獲准，被解讀為是由於追究力霸風暴的行政責任

 
69 股市「禿鷹案」：就是一群人把原本不值錢的股票，也就是不賺錢公司的股票，炒作到數十倍

甚至數百倍的價格，讓散戶跟進後，反手放空，再把股價殺至原點甚至更低，於是散戶全套牢甚

至破產，放空的人就大賺。這種坑殺散戶，吃人不吐骨頭的，一般稱為「股市禿鷹」。關於金管

會金檢局長李進誠涉及股市「禿鷹案」被訴的過程可見 2005 年 6、7 兩個月份的媒體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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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人負責，而施就成為當時新任閣揆蘇貞昌的防火牆。施下台之後，2007 年 1

月 25 號行政院宣布金管會主委由政務委員暨經建會主委學者出身的胡勝正出任

至今，算是背景較不具爭議性的主事者人選。從前述金管會主委的產生方式來看

(由總統直接任命、相同黨籍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毋須立院同意)，金管會委員

人選的組成在一開始就脫離不了政治考量的色彩，且綜觀金管會從 2004 年成立

以來的人事轉換，雖然說金管會主委有法定的任期保障，但事實上目前為止每次

有重大事件發生時金管會主委往往在任期未結束時就因政治壓力而下台。如此政

治色彩濃厚的金融監理機制是否能公正、有效監理台灣的金融仍待觀察。第三，

金管會政策過程的透明性及制度規範皆未在金監法中明確規範，也為政治力介入

金融監理開了方便之門70。 

    2007 年 1 月爆發了力華票券違法超貸力霸東森集團案，力華票券違法超貸

力霸東森集團，中央銀行的金檢報告年年指明，但主管機關仍給予展延放貸。台

北地院合議庭在 2007 年 7 月 17 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力霸案時，提出這項質

疑，並認為主管官員涉嫌貪瀆，當庭決定將金管會副主委張秀蓮、前銀行局長曾

國烈、銀行局組長張國銘等人移送檢方偵辦。審判長李英豪怒斥金管會在力霸案

發生了這麼久，違法的事項已經一大堆不處理，「拿公權力做人情」，友聯弊案、

亞太固網搬了 400 多億元，這麼多案子，「 後還不是全民買單！」。有的案子，

很多年就知道，金管會「案發後都不處理外，連個行政處罰都沒有」71。對照金

管會對前述中信金事件的嚴厲處分，此一事件更突顯金管會這個金融監理機制的

政治性監理，而對一般金融業務的監理能力仍然是令人質疑的。 

                                             
70 李紀珠，2004，「金監會 影響力極大 獨立性不足」，《聯合報》，2004 年 6 月 17 日，A15 版。 
71 《聯合晚報》，2007 年 7 月 17 日，3 版，「李英豪：要這些公務員幹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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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一、國家與金融利益的關係 

    自從 1991 年開放民營銀行進入市場之後，金融機構的數量大幅成長，金融

過度(overbanking)的問題在 90 年代中後期已經相當明顯，但此時執政的國民黨

卻一直未對金融機構作積極的整併，一直到 2000 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的主政下才

開始了一連串的金融改革措施。究其原因，一方面 2000 年之後隨著全球經濟成

長的趨緩，在 2001 年台灣經濟首次負成長的情況之下，台灣金融機構的逾放問

題惡化到開始凸顯可能出現金融風暴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基層金融機構亦是過

去國民黨賴以動員地方勢力的重要機制，國民黨對其有足夠的掌控能力，故缺乏

改革的動機，而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欲藉基層金改的機會連帶產除國民黨舊勢

力，一舉接管過去國民黨主導的地方金融機構，也增加許多改革上的困難與爭

議。積極打消呆帳的措施也限制了過去國民黨時代金融機構的關係放款，但為了

選舉的政績而強行在兩年之內達成目標的結果不僅公共基金花費甚鉅，也在方便

銀行業者的狀況下使未來政府損失大量的稅基。 

    在金融合併的部份，隨著政黨的輪替，過去國民黨政府主導下的公營行庫一

夕之間被民進黨政府接手，甫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獲得了過去從未掌握的金融資

源，自然不能放過這個機會以為己用。但民主化的時代隨著選舉可能產生的政黨

輪替，沒有一黨能夠保證可以長久掌握公營行庫的利益，於是在 理性的考量

下，民進黨政府選擇了藉金改之名來合併銀行與加速公營行庫民營化這兩種方

法，將過去由政府所掌控的金融資源轉移至與己親附的財團手中，或是向過去與

國民黨親附的財團「示好」，使這些財團不必擔心將來民進黨的執政會剝奪他們

過去與國民黨親近的利益而放心支持民進黨。如此一來可以解決公營行庫缺乏效

率導致競爭力低落的沉痾，二來減少金融機構的家數與集中金融機構可使政府更

容易掌握(何況從前兩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過去的金融機構雖多但國民黨都

有直接或間接的掌控能力)，三來借此擴大金融機構的規模與競爭力，四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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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支持己方財團的實力或向過去親國民黨的財團示好。對金融體系的改革，成

為了民進黨假借金融問題的整頓之名來行鞏固政權與著眼未來利益之實的方法。 

    後是在金融監理機制的建立上，國家的公營行庫逐漸民營化脫手之後，金

融監理機制就成為政府制衡財團 重要的工具，前述金管會對中信金控的處分就

是一個 好的例子。但由於立法院政治角力的結果，使得金管會委員的產生上使

政治力容易介入，也讓金管會的獨立性和中立性都令人質疑。民進黨政府欲藉由

一元化的監理機制來把過去國民黨執政時金融監理權由政府機關分散掌握的情

形集中管理，但卻在政治色彩濃厚的情形下，金管會恐變成誰當選掌握政府就拿

來攫取金融利益的工具。 

二、國家與企業的關係 

    首次政權輪替更深的意涵是標誌著此後政黨(聯盟)輪流執政的時代來臨，任

何政黨都不可能像過去般久居政治領導的高位。在選舉掛帥的考量下，擁有政權

的一方會設法利用政策和國營企業的資源為其政治利益服務，走向配合選舉周期

的短線操作。企業的政治投資也要適應選舉的不確定性而多方下注，以求分散政

治風險；在此趨勢下，台灣政商關係的脈絡也隨之調整。 

國民黨的投管會雖然因喪失政權使其影響力式微，但和部分財團仍有緊密的

合作關係，在泛藍陣營合流的護航下，民進黨政府也遲遲無法使其瓦解。民進黨

雖然也積極和企業建立關係，在獲得政權後一批支持綠色陣營的企業也逐漸浮上

檯面，但民進黨畢竟缺乏黨營事業以及國民黨投管會般統合政商關係的機制，所

以和企業間的互動仍有高度的彈性與不確定性。 

    國營企業在台灣仍深具重要性與影響力，民進黨利用執政之便也將觸角伸入

國營事業，並在金融部門建構起一批「官商合一」的大型金控。一方面政黨對這

批企業的控制與影響是來自政權，隨著選舉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另一方面由

於「官商合一」的定位模糊，也為執政者大開方面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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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台灣金融體制的改革演變，金融部門的改革和政商關係的型態息息相

關。從威權時期金融管制迫使企業因對資金的需求而臣服於黨國體系，到民主轉

型財團因股市和銀行的開放而壯大，國民黨投管會所駕馭的政商關係亦是以金融

機制運作為核心，更因政商之間不當的連結，讓一堆問題企業造成銀行高額壞

帳，甚至引發本土性的金融風暴。政黨輪替後進入了金控時代，原先的壞帳問題

尚未完全解決，民進黨執政後又建構出一批官商不分的大型金融集團，加以金融

監理機制在時程上的落後，對於本已錯綜複雜的台灣金融體系更是增添變數。而

公營行庫更是先賣先顧，反正誰選上誰就拿去，這是政黨輪替後新政商關係下的

考量結果。 

三、企業與金融利益的關係 

    民進黨金融改革的結果，鼓勵金融機構合併，也慷慨放出了公營行庫。對於

過去五十年一直都無法大規模打入金融版圖的企業集團來說，無疑是 好的機

會。而次金改的結果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發現，透過合併銀行與接手公營行庫，財

團所掌握的金融資源愈來愈大，甚至二次金改後吳、辜、蔡三大家族集團就掌握

了台灣金融總資產的四分之一之譜72，甚者，其快速壯大累積財富的方式並非透

過整併擴大規模而來的效率或是規模經濟，而是大多來自所合併的官股銀行73。

金融財團已完全從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時代壓抑私人資本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藉

著改革之便成為 大的贏家。 

    但這個好處僅限於有足夠資本來擁有銀行或控股公司的財團。對於民間企業

來說，借貸卻變成更加困難。金融機構集中，家數變少後，將掌控服務價格、挑

選服務對象，實行「摘櫻桃」的經營策略，消費者特別是鄉村地區與中小企業的

金融服務權將直接受害。為了節省成本、開闢財源，金控公司在合併其他銀行後，

紛紛將鄉村分行遷往都市；又因為鄉村分行成本高、競爭少，貸款利率都比城市

                                             
72 天下雜誌編輯部，2005，頁 120。 
73 天下雜誌編輯部，2005，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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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高。而中小企業由於貸款風險較高，貸款期長，在金融資源被壟斷的情況之

下也只能屈就於較高利息的貸款，深深衝擊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經濟；且公營

行庫民營化之後，過去政府可由公營行庫透過政策優惠放款扶植中小企業的功能

也不再。甚者，金控公司著眼於獲利率，致力推行消費金融的結果，卡債與卡奴

也造成台灣新的社會問題。 

四、民進黨政府政治考量下的金改風波與二次金改的重新啟動 

    與前面兩個階段台灣的金融改革一樣，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與政治發展的演

進，金融體系也必須與時俱進以配合經濟的發展才不至於成為經濟成長的絆腳

石。民進黨政府的金融改革的當下，金融體系確實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從前

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問題基層金融機構的處理、金融機構的合併、官

股銀行的民營化，甚至是金融監理機制的設立，在在都是政治考量優先於金融體

制本身考量的結果：民進黨政府在台灣的金融體系確實需要改革的情況下，欲藉

著金融改革順道一舉將過去國民黨掌控的金融利益抓過來的結果，造成改革的扭

曲，許多的爭議也由此引發。 

    2006 年 4 月 12 日，由於二次金改的過程造成太大的批評，行政院正、副院

長蘇貞昌和蔡英文在取得總統陳水扁的同意後暫停了二次金改的整頓動作74。在

之後的一年裡，民進黨政府經歷了陳水扁總統國務機要費案、第一夫人吳淑珍

SOGO禮券案、總統女婿趙建銘台開內線交易案以及紅衫軍倒扁風潮。在政府聲

勢低迷的情況下，2007 年 5 月民進黨確定了以曾任閣揆的謝長廷為 2008 年總統

大選的候選人，競逐總統候選人失利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以避嫌之名而下台，由曾

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接任，隨即在 5 月 23 日陳水扁總統宣示飽受批評未曾修正

的二次金改未完成的目標重新啟動。盱衡情勢，雖然離 2008 年的大選尚有時日，

                                             
74 《經濟日報》，2006 年 4 月 13 日，A4 版，「蔡英文：二次金改 煞車不停車 整併方向原則不

變 但會謹慎執行」。在各界的質疑和各方面的壓力下，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在立法院公開證實了

政府二次金改的行動將「踩剎車但不是停車」，行政院宣佈暫緩二次金改時所宣示的金融機構整

併動作，並表示將重新檢討二次金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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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進黨在評估未有必勝把握的情況下，加速政府金融資源的脫手以及向金融財

團示好，使國民黨一旦奪回政權也無法重享過去的金融利益，恐怕是重啟二次金

改 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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