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行信用卡逾放比率之決定因素—以台灣之銀行為例 

第三章、台灣信用卡市場之發展 

 隨著台灣的信用卡市場逐漸蓬勃發展，加上愈來愈多的金融機構加入

爭取這塊尚未開發的消費金融大餅，利用免年費、刷卡送好禮之類的促銷

活動鼓勵消費者刷卡消費，導致信用卡簽帳金額及循環信用餘額節節上

升，信用卡未償債務也快速成長。而相關政府單位也逐漸注意到此一情

形，並在南韓信用卡泡沫危機的前車之鑑下，開始對發卡機構作出一些金

融管制，以保持信用卡市場的交易功能完善。本章第一節先描述台灣信用

卡市場的現況，第二節則把重點擺在近一、兩年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以下簡稱金管會）對信用卡發卡機構所作的管制及宣導措施，第三節

則敘述信用卡市場未來的展望。 

第一節、台灣信用卡市場現況 

 台灣信用卡之始出現在 1973 年，當時為國民旅遊卡，主要對象為經常

出國的旅客。但當時的信用卡沒有統一管理，易滋流弊，因此財政部遂萌

發創辦聯合簽帳卡之想法，並於 1981 年頒布「聯合簽帳卡業務管理要點」

規定，主要有 1. 辦理簽帳卡業務之國內發卡機構必須加入聯合簽帳卡處

理中心為會員，2. 一人一卡制度，3. 國內發卡機構負責發卡業務；聯合

簽帳卡處理中心負責集中清算、委託收單業務。在 1983 年財團法人聯合

簽帳卡處理中心正式成立，並於隔年開始發行聯合簽帳卡，台灣信用卡業

務自始開始。 

 1988 年財團法人聯合簽帳卡處理中心更名為財團法人聯合信用卡處

理中心，同時增加循環信用功能。隔年並首次發行 VISA 信用卡，國際信

用卡之國內清算業務由聯合信用卡處理中心辦理，花旗、美國運通兩家銀

 20



銀行信用卡逾放比率之決定因素—以台灣之銀行為例 

行亦進入台灣，正式宣布台灣的信用卡市場邁向國際。 

 1993 年，財政部發布「信用卡業務管理辦法」，全面開放信用卡市場。

自此我國信用卡市場開始逐漸擴張，加上信用卡系統逐漸電子化，於 2000

年建置「信用卡國內授權連線核心」，由聯合信用卡處理中心與財金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辦理國內交易於國內完成授權之連線架構，隔年開始使

用晶片信用卡，成為亞太地區第二個信用卡晶片化的國家。2002 年國內電

子簽章法施行細則正式實施通過，為網路刷卡提供安全保障，並於 2004

年建置「電子化政府多元付費作業平台」，信用卡持卡人可於網路上申辦

及繳交各項公務機關相關費用。 

 隨著發卡機構大力的鼓勵信用卡消費以及可供刷卡的消費場所日益普

及的情況下，加上信用卡功能的增多以及消費者逐漸以信用卡為支付工

具，近年來信用卡市場仍持續成長，根據行政院金管會所公布之統計數

據，信用卡之各項資料如下： 

一、發卡機構及發卡數量 

 截至 2005 年底為止，台灣地區的發卡機構共有 50 家，其中包括本國

銀行 36 間、外國銀行 5 間，以及信用合作社及其他信用卡公司合計 9 間。

其中台灣前三大發卡機構之流通卡數皆超過三百萬張，16居首的中國信託

商業銀行甚至達 700 萬張，市佔率高達 15%，但流通卡數在 50 萬張以下

之發卡機構亦在半數以上，顯示台灣發卡機構的規模有兩極化之現象。而

為了反映消費者真實的持卡消費情形，金管會也於 2004 年 6 月開始公布

有效卡數之數據。2005 年底時，有效卡數只有流通卡數的 54%，代表市面

上其實有很多呆卡，也反映了發卡機構發卡的浮濫，增加其營運成本。而

流通卡數則是每年都在持續增加，1992 年至 2002 年的年增率共有九年在

                                                 
16 截至 2005 年底止，台灣前三名之發卡機構分別為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台新國際商業

銀行及國泰世華商業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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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另一年也有 28%的水準。只是近兩年因為市場逐漸飽和，導致

2003、2004 年的年增率降低至 16%至 19%之外，也受到卡債風暴的影響，

2005 年中各銀行逐漸提高核卡標準，致使年終的流通卡數年增率只有

3%。而在 4500 多萬的流通卡數中，本國銀行即占了 84%，其次是外國銀

行，占了 8.88%，而信用合作社及其他信用卡公司則僅占約 7%。 

二、簽帳金額及預借現金金額 

 表 3 為歷年信用卡簽帳金額、預借現金金額、民間消費支出及消費者 

表 3：歷年信用卡簽帳金額、預借現金金額、民間消費支出及消費者貸款餘額比較表 
（單位：百萬元） 

年度  簽帳金額 民間消費支出
比例

（%）
預借現金金額 消費者貸款餘額 

比例

（%）

1996  272387 4649547 5.86 14702 3022425 0.49

1997  374425 5045523 7.42 25742 3598047 0.71

1998  491097 5436709 9.03 39638 3873602 1.02

1999  597786 5756790 10.38 51389 4050223 1.27

2000  719770 6087237 11.82 79768 4296486 1.86

2001  771862 6129216 12.59 103779 4270124 2.43

2002  873595 6254646 13.96 132488 4442484 2.98

2003  998885 6293583 15.87 178398 4969421 3.59

2004  1254482 6619787 18.95 205843 5861529 3.51

2005  1420984 6938405 20.48 215569 6601899 3.27

資料來源：金管會銀行局信用卡業務統計資料，金融統計月報，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經濟動向統計季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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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餘額比較表。由表 3 可知，在消費者逐漸習慣以信用卡作為消費支付

的工具下，近 10 年台灣信用卡的簽帳金額及預借現金金額也因此不斷的

向上攀升，而簽帳金額占民間消費支出的比例也越來越高，2005 年底已達

20.48%的歷史新高。近十年的簽帳金額平均年增率為 25%，而截至 2005

年底為止，總金額為 1 兆 4200 億元，占了該年國民生產毛額的 12%。在

預借現金方面，1997 年至 2003 年的成長率都在 27%以上，惟 2004 年與

2005 年之成長率開始大幅滑落。2005 年預借現金金額為 2155 億元，僅較

去年增加 4.7%，顯示近兩年信用卡預借現金市場似乎有降溫的跡象，推測

應與同時期現金卡市場的興起有關。另外，預借現金占消費者貸款餘額的

比例則由 1996 年的 0.49%上升到 2005 年的 3.27%，也是持續穩定上升中。 

三、循環信用餘額 

 循環信用餘額則是從 1998 年開始作統計，自有統計數字以來，每年皆

以 20%以上的速度在成長，平均年增率為 22%。直到近兩年信用卡市場逐

漸達到飽和，但 2004 年仍有 8%的成長速度，也顯示了信用卡卡債仍在持

續成長。截至 2005 年止，全體發卡機構的循環信用餘額 4947 億，較去年

成長了 8%。其中前三名發卡機構的市佔率約三成，顯示前三大間之發卡

機構具有相當大的市場優勢。而就平均每卡循環信用餘額來看，則一直都

維持在 10000 元至 12000 元的水準。 

四、消費者貸款餘額 

 由表 3 可知，消費者貸款餘額雖然近 10 年皆持續增加中，但 1996 年

至 2005 年的平均年增率卻只有 9.2%，不僅不及循環信用餘額的 21%，也

不及預借現金金額的 36%。顯示循環信用餘額的成長率比消費者貸款餘額

還高。表示民眾利用信用卡貸款的金額佔總消費者貸款的比重愈來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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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用卡之逾放情形 

 為了將資訊公開透明化以及有利社會大眾對信用卡重要業務及財務狀

況獲得即時資訊，財政部於 2004 年 6 月規定信用卡、現金卡發卡機構應

於每月 15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重要業務及財務資訊。因此台灣信用卡業務

自 2004 年 6 月始開始公布逾放比率，方式是由各發卡機構自行上網申報。

在金管會陸續採行相關金融管制措施之下，信用卡逾放比率 2.5%曾經壓到

2%的水準，但近幾個月在卡債風暴的影響下，信用卡逾放比率又開始逐漸

向上升高，2005 年 12 月即回升至 2.44%。信用卡逾放比率逐漸升高的情

形值得政府主管機關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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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相關金融管制措施 

 自 2002 年南韓金融風暴後，信用卡的使用情形已引起全球的注意。而

近幾年台灣信用卡市場逐漸發展，政府相關單位同樣也注意到此種情形，

因此陸續公布許多金融管制措施，冀能做好風險管理。目前台灣規範信用

卡機構之工具有三種，第一種是信用卡業務機構管理辦法。此辦法是由財

政部訂定，用以規範信用卡業務之經營範圍及準則。第二種是定型化契約

範本，用以規範持卡人與發卡機構間權利義務的關係。第三種是信用卡自

律公約，是由銀行公會信用卡業務委員會對信用卡機構之行為所作之規

範。17而在 2005 年的卡債風暴之下，金管會更是制定較嚴格的放款規定，

同時也通過「債務協商機制」，希望能夠減少品質不良的放款，並幫助債

務人與銀行業者協商溝通，協助其償還債務。茲將近兩年相關政府單位為

健全信用卡市場所作之相關重要規定敘述如下。 

 首先，在資訊揭露方面，為了將資訊公開透明化以及有利社會大眾對

信用卡重要業務及財務狀況獲得即時資訊，財政部於 2004 年 6 月率先規

定信用卡、現金卡發卡機構應於每月 15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重要業務及財

務資訊，其中包括流通卡數、有效卡數、當月發卡數、當月停卡數、循環

信用餘額、當月簽帳金額、當月預借現金金額、逾期三個月以上帳款佔應

收帳款餘額之比例、逾期六個月以上帳款佔應收帳款餘額之比例，備抵壞

帳提足率、當月轉銷壞帳金額及當年度轉銷壞帳金額累計至資料月份，並

於網站上按月揭露。因此信用卡逾放比率及有效卡數自 2004 年 6 月開始

正式對外公布。另外，也請銀行公會按時公布各發卡機構之信用卡及現金

卡利率，2004 年 7 月 29 日為按季公告，2005 年 12 月 19 日之後為按週公

告。而為減少雙卡風暴帶來的龐大逾期放款，茲規定各金融機構最遲應於

                                                 
17 但此自律公約無強制性規範效力。 

 25



銀行信用卡逾放比率之決定因素—以台灣之銀行為例 

2006 年 6 月底，須根據不同信用狀況之信用卡及現金卡持卡人，訂定不同

的利率。 

 其次，在發卡審核方面，除了 2003 年 9 月 30 日限制信用卡正卡及現

金卡申請人須年滿 18 歲之外，2004 年 4 月也要求發卡機構必須確認申請

人經濟來源、還款能力及舉債情形。另外，為因應雙卡風暴所造成的影響，

主管機關於 2005 年 12 月 19 日規定，申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餘額占平均月

收入超過 22 倍者，不宜發卡，且每半年必須覆審一次。採此措施的原因，

一方面是要避免卡奴繼續以卡養卡來償還債務，另一方面也是避免銀行發

卡至風險性之貸款人，提高放款風險。 

 對於學生族群持卡過度消費的情形，主管單位也特別針對此作出管制

規定。首先規定學生信用卡應以 3 家發卡機構，每家額度 2 萬元為其上限，

並應將學生持卡情形通知其父母，擬藉由減少學生手持之信用卡張數及額

度，來改善此種情況。此外，2004 年 11 月 23 日規定，禁止任何之金融功

能附加於學生證上面。因此各大專院校學生證與金融卡二合一之情形，在

未來已不會再出現。 

 在放款品質方面，主要的管理措施則為「358」分級監理措施。金管會

於 2004 年 6 月 29 日公布，自 2004 年 11 月起，對逾放比率 3%以上之發

卡機構，將採不同程度的監理。逾放比率 3%以上但低於 5%者，將發涵通

知發卡機構並規定限期改善；對於逾放比率在 5%以上但低於 8%者，金管

會將予以糾正；對於逾放比率在 8%以上者，將會暫停其發卡業務。 

 而為避免發卡業者以不當之廣告惡意行銷及為了避免民眾為了贈品或

優惠而辦卡，金管會於 2004 年 9 月 21 日規定，即日起禁止以快速核卡、

以名片辦卡等作為廣告，並於 2005 年 12 月 19 日規定辦卡或開卡時不得

給予贈品或獎品，同時亦禁止於街頭或騎樓設置攤位行銷信用卡。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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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門口及夜市辦卡的攤位已不復見。 

 在銀行不當催收債款方面，除了在 2003 年 11 月已規定催收時不得有

暴力、恐嚇、辱罵等不當行為，同時僅能對債務人本人及保證人催收，另

在 2005 年 6 月新設立不當催收檢舉專線。而對於之前新竹商銀及友邦信

用卡公司不當催收的案例，已處份罰鍰 200 萬元及 250 萬元，並要求中國

信託等 25 家金融機構終止委託標準財信管理公司之委外催收作業。 

 當然，除了制定管制措施之外，教導社會大眾正確的持卡觀念也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主管機關也開始推動針對消費者之教育宣導。首先，由

卡通人物阿貴代言宣導短片，宣導正確使用信用卡的觀念。接著，推動金

融知識普及計畫，包括編製中小學金融知識教材、出版「金融生活達人」

口袋書透過各鄉鎮市區公所發送等，從養成教育中推廣金融知識至校園與

家庭。另於金管會銀行局之銀行百寶箱網站提供各類金融資訊，並請銀行

公會編製信用卡小百科及現金卡小百科，供民眾作為參考。 

 另外，去年最重要的機制即是消費金融案件協商機制。為解決目前循

環信用餘額過高，每人卡債負擔過重的問題，並協助有還款意願但卻無還

款能力之民眾，因此建立三種債務協商機制之平台管道。第一種管道為青

年使用現金卡三級輔導機制，由專業輔導張老師結合金融專業人員、會計

師、律師、社工師等專家，協助青年處理現金卡衍生之相關心理及債務諮

詢。第二種管道為銀行公會之債務協商機制。金管會於 2005 年 6 月開始

著手規劃債務協商機制，並於 2005 年 11 月 7 日開始實施。之後，銀行公

會又修訂「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消費金融無擔保債務協

商機制」（以下簡稱債務協商機制），並於 2006 年 1 月 1 日實施，希望能

夠擴大受理範圍，提高協商效率。其內容有：八大銀行設立債務協商專線

協助債務人申請，且凡於 2006 年 4 月 10 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獲協商通過

之債務人，於協商期間之協商債務將免予計息。申請人只要備妥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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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便可逕行前往申請。第三種管道為各銀行之債務協商單一窗口專

線，有債務協商需求之民眾，可直接向往來最大債權銀行提出申請。 

 金管會的新聞稿指出，債務協商機制實施以來，截至 2006 年 3 月 3

日止，已收到符合協商機制受理條件申請 21160 件（約 384 億元），目前

已處理完成 12964 件，其餘 8196件已在處理中。而協商成功件數共計 10837

件（約 171 億元）。債務協商機制是目前唯一且最有效解決債務的方法，

若透過債務協商機制，有協商需求的債務人皆可直接找主要債權銀行協

商，並不需要支付任何費用。茲將上述之管理措施整理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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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主管機關之重要措施及具體成果 
管制方向  具體成果 

資訊揭露  

1. 信用卡、現金卡發卡機構應於每月 15 日前申

報前一個月重要業務及財務資訊 
2. 請銀行公會按時公布各發卡機構之信用卡及

現金卡利率 
3. 各金融機構最遲應於 2006 年 6 月底，須根據

不同信用狀況之信用卡及現金卡持卡人，訂

定不同的利率。 

發卡審核  

1. 限制信用卡正卡及現金卡申請人須年滿 18
歲之外 

2. 發卡機構必須確認申請人經濟來源、還款能

力及舉債情形 
3. 申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餘額占平均月收入超過

22 倍者，不宜發卡，且每半年必須覆審一次

學生族群持卡過度消費  

1. 學生信用卡應以 3 家發卡機構，每家額度 2
萬元為其上限，應將學生持卡情形通知其父

母 
2. 禁止任何之金融功能附加於學生證上面 

放款品質  「358」分級監理措施 

不當廣告行銷  
1. 禁止以快速核卡、以名片辦卡等作為廣告 
2. 辦卡或開卡時不得給予贈品或獎品 
3. 禁止於街頭或騎樓設置攤位行銷信用卡 

銀行不當催收債款  
1. 催收時不得有暴力、恐嚇、辱罵等不當行為，

同時僅能對債務人本人及保證人催收 
2. 設立不當催收檢舉專線 

教育宣導  
1. 卡通人物阿貴代言宣導短片，宣導正確使用

信用卡的觀念 
2. 推動金融知識普及計畫 

 

 29



銀行信用卡逾放比率之決定因素—以台灣之銀行為例 

 

表 4（續） 
管制方向  具體成果 

教育宣導  

3. 於金管會銀行局之銀行百寶箱網站提供各類

金融資訊，並請銀行公會編製信用卡小百科

及現金卡小百科 
 

消費金融案件協商機制  
1. 青年使用現金卡三級輔導機制 
2. 銀行公會之債務協商機制 
3. 各銀行之債務協商單一窗口專線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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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信用卡市場之未來展望 

 台灣信用卡市場在前幾年皆以十分快速的速度在擴張中，無論是流通

卡數或循環信用餘額，皆以超過 10%的年增率在成長。而在 2005 年雙卡

風暴的侵襲下，流通卡數或循環信用餘額年增率都創歷年來最低水準。但

總括來看，若能作好監督管理機制，仍可以發現台灣信用卡市場還有拓展

之空間。就循環信用餘額而言，截至 2005 年底為止，全體循環信用餘額

占全體金融機構放款餘額不到 3%，顯示循環信用餘額應還有成長之空

間，只要作好監理工作，相信國內卡債問題尚不致於影響全體金融體系的

交易秩序。 

 而在規定各金融機構須根據不同信用狀況之信用卡及現金卡持卡人，

訂定不同利率的情況下，信用良好之持卡人適用較低的利率，風險較高的

持卡人則適用較高的利率，如此一來相信能增加信用良好持卡人之刷卡意

願，在增加簽帳金額的同時，也能顧及信用風險。在此一政策實施之後，

相信簽帳金額應會有再一次的突破性增加。 

 另外，近年來信用卡市場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現象是，每一種發卡機構

都發行了數種類型的信用卡，亦即可以根據不同族群的使用者，發行不同

功能的卡片，以符合各族群之須求。在此情形之下，由於各族群的使用者

可以自由挑選最適合自己的卡片，因此可能會造成使用者忠誠度會較高、

使用頻率較高以及刷卡金額較高的情形。因此各發卡機構未來的當務之

急，除了維持住現有的使用者之外，還必須因應各種潮流，積極開發新類

型的信用卡，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總括而言，2005 年的雙卡風暴是業者

狂衝業積之下的產物，若能配合相關措施，做好監督管理的工作，信用卡

市場的繼續成長是可期待的。

 31



銀行信用卡逾放比率之決定因素—以台灣之銀行為例 

第四節、本章小結 

 在影響探討信用卡逾放比率的決定因素時，先徹底瞭解台灣信用卡市

場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因此本章先於第一節敘述台灣信用卡市場的現況，

第二節則把重點擺在金管會的管制及宣導措施，第三節則簡單敘述信用卡

市場未來的展望。本章主要的重點整理如下： 

一、台灣信用卡市場現況 

 近年來台灣信用卡市場仍持續成長中，根據行政院金管會所公布之統

計數據，信用卡之各項資料如下： 

 在發卡機構及發卡數量方面，台灣前三大發卡機構之流通卡數皆超過

三百萬張，但流通卡數在 50 萬張以下之發卡機構亦在半數以上，顯示台

灣發卡機構的規模有兩極化之現象。而 2005 年底時，有效卡數只有流通

卡數的 54%，代表市面上其實有很多呆卡。流通卡數則是每年都在持續增

加。在簽帳金額及預借現金金額方面，近 10 年台灣信用卡的簽帳金額及

預借現金金額不斷的向上攀升，而簽帳金額占民間消費支出的比例也越來

越高。2005 年預借現金金額為 2155 億元，預借現金占消費者貸款餘額的

比例也是持續穩定上升中。在循環信用餘額方面，截至 2005 年止，全體

發卡機構的循環信用餘額 4947 億，而平均每卡循環信用餘額則一直都維

持在 10000 元至 12000 元的水準。在消費者貸款餘額方面，資料顯示出顯

示循環信用餘額的成長率比消費者貸款餘額還高。在信用卡之逾放情形方

面，在金管會陸續採行相關金融管制措施之下，信用卡逾放比率曾經壓到

2%的水準，但近幾個月在卡債風暴的影響下，信用卡逾放比率又開始逐漸

向上升高，2005 年 12 月即回升至 2.44%。 

二、相關金融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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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訊揭露方面，財政部於 2004 年 6 月率先規定信用卡、現金卡發卡

機構應於每月 15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重要業務及財務資訊。在發卡審核方

面，除了 2003 年 9 月 30 日限制信用卡正卡及現金卡申請人須年滿 18 歲

之外，2004 年 4 月也要求發卡機構必須確認申請人經濟來源、還款能力及

舉債情形，且另於 2005 年 12 月 19 日規定，申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餘額占

平均月收入超過 22 倍者，不宜發卡，且每半年必須覆審一次。在對於學

生族群持卡過度消費方面，首先規定學生信用卡應以 3 家發卡機構，每家

額度 2 萬元為其上限，並應將學生持卡情形通知其父母，另於 2004 年 11

月 23 日規定，禁止任何之金融功能附加於學生證上面。在放款品質方面，

主要的管理措施則為「358」分級監理措施。在避免惡意廣告上面，於 2005

年 12 月 19 日規定辦卡或開卡時不得給予贈品或獎品，同時亦禁止於街頭

或騎樓設置攤位行銷信用卡。在銀行不當催收債款方面，除了在 2003 年

11 月已規定催收時不得有暴力、恐嚇、辱罵等不當行為，同時僅能對債務

人本人及保證人催收，另在 2005 年 6 月新設立不當催收檢舉專線。除了

制定管制措施之外，主管機關也開始推動針對消費者之教育宣導。 

 另外，去年最重要的機制即是消費金融案件協商機制，其中可分為三

種債務協商機制之平台管道。第一種管道為青年使用現金卡三級輔導機

制，第二種管道為銀行公會之債務協商機制，第三種管道為各銀行之債務

協商單一窗口專線。 

三、信用卡市場之未來展望 

 截至 2005 年底為止，全體循環信用餘額占全體金融機構放款餘額不到

3%，顯示只要作好監理工作，相信國內卡債問題尚不致於影響全體金融體

系的交易秩序。而在根據不同信用狀況之持卡人，訂定不同利率的情況

下，如此一來相信能增加信用良好持卡人之刷卡意願。另外，積極開發新

類型的信用卡也是發卡機構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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