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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金融控股公司發展現況 

截至 95 年底止，我國銀行業之經營狀況各有消長（如表 1）。其

中，90、91 年因受全球經濟蕭條影響，整體金融機構逾放比率升高，

各銀行並於 91年間大幅打消呆帳，致整體稅前盈餘呈現虧損達 1,046

億元，資產報酬率(Return On Asset; ROA)為負 0.48%，淨值報酬率

(Return On Equity; ROE)為負 6.93%。至 93 年底，資產報酬率回升

至 0.63%，淨值報酬率為 10.30%。惟至 95 年時，遭逢雙卡風暴
3影響，

許多以消費金融為主的銀行大多出現鉅額虧損，如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虧損 205 億元、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虧損 178 億元、日盛國際商業銀行

虧損 143 億元等。整體本國銀行稅前虧損達 74 億元，資產報酬率下

降至負 0.03%，淨值報酬率為負 0.43%。 

表 1  本國銀行資產報酬率與淨值報酬率表 

     單位：億元，％

平均資產 平均淨值 
稅前盈餘（本年截

至本月底止） 年(月)底別 

(1)  (2) (3) 

資產報酬率

(ROA) 

淨值報酬率

(ROE) 

89 年 201,020 15,614 966 0.48 6.19

90 年 212,578 15,975 576 0.27 3.60

91 年 219,189 15,096 -1,046 -0.48 -6.93

92 年   229,190 14,324 505 0.22 3.52

93 年  246,232 15,083 1,554 0.63 10.30

94 年  261,903 16,361 786 0.30 4.81

95 年 272,086 17,063 -74 -0.03 -0.43

資料來源：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網站   

此外，我國自 90 年 11 月「金融控股公司法」施行以來，至 95
                                                 
3 雙卡風暴係指 94、95 年間因銀行發卡浮濫及持卡人過度消費，導致信用卡及現金卡持卡人未

能依約按期繳付帳款所形成的大幅壞帳，總計卡債逾期人數約 50 萬人，平均每人積欠卡債約

3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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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底已有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成立（詳表 2），其子公司業別包括銀行、

證券、保險、票券、期貨、創業投資等業別共計 91 家子公司，其中

屬銀行者計有 14 家、保險公司者計 7家、證券商為 14 家，初步已完

成金融跨業經營之目標。 

金融控股公司整體獲利狀況由 91 年設立初期的 4 億元上升至 93

年的高峰 1,321 億元，嗣受整體金融環境不佳影響，尤其雙卡風暴更

是重創以消費金融為主之銀行，致各金融控股公司旗下子銀行大舉提

列呆帳準備。除了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及國票金融控股公司旗下沒

有商業銀行之外，其餘 12 家金融控股公司旗下子銀行計提列呆帳準

備高達 1,825 億元。其中，中國信託商業銀行提列 481 億元、台新國

際商業銀行提列 310 億元、國泰世華商業銀行提列 256 億元，這三家

銀行提存之呆帳準備最多，亦為信用卡業務市場排名前三大之銀行。

職是之故，整體金融控股公司 95 年稅前盈餘降為 442 億元。同期，

資產報酬率及淨值報酬率亦由 93 年獲利高峰之 1.11%（ROA）及 13.89

（ROE）降為 95 年之 0.27%及 3.48%（詳圖 3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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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情形表 

基準日：95.12.31                                                  金額單位：億元 

金控公司名稱 

（子公司家數） 
集團資產 集團淨值 子公司名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中信銀綜合證券公司 

中信保險經紀人公司 

中國信託票券公司 

中信創投公司 

中信保全公司 

中國信託金控公司 

（7家） 

 

 

17,069 

 

1,234 

中國信託資產管理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中華開發金控公司 

（2家） 

3,631 1,601 

大華證券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行 

日盛證券公司 

日盛金控公司 

（3家） 

3,232 277 

日盛國際產物保險代理人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台証綜合證券公司 

台新票券公司 

台欣創業投資公司 

台新行銷顧問公司 

台新金控公司 

（6家） 

23,423 946 

台新資產管理公司 

玉山商業銀行 

玉山證券公司 

玉山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玉山保險經紀人公司 

玉山金控公司 

（5家） 

6,986 456 

玉山創業投資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兆豐證券公司 

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兆豐產物保險公司 

兆豐票券公司 

兆豐交銀創業投資公司 

兆豐金控公司 

（8家） 

22,782 2,015 

 

兆豐資產管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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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控公司名稱 

（子公司家數） 
集團資產 集團淨值 子公司名稱 

永豐商業銀行 

永豐金證券公司 

永豐人身保險代理人公司 

永豐金財產保險代理人公司 

永豐信用卡公司 

永豐創業投資公司 

永豐行銷顧問公司 

永豐客服科技公司 

永豐金控公司 

（9家） 

11,226 858 

永豐管理顧問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行 

第七商業銀行 

國泰綜合證券公司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怡泰貳創業投資公司 

國泰創業投資公司 

國泰金控公司 

（8家） 

34,506 2,192 

 

怡泰管理顧問公司 

國票綜合證券公司 

國際票券公司 

國票金控公司 

（3家） 

2,435 285 

 

國票創業投資公司 

第一銀行 

一銀證券公司 

建弘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第一財產保險代理人公司 

第一創業投資公司 

第一金融資產管理公司 

第一金控公司 

（7家） 

17,212 

 

1,013 

 

第一金融管理顧問公司 

台北富邦銀行 

富邦證券公司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富邦人壽公司 

富邦產險公司 

富邦金控公司 

（10 家） 

17,314 

 

1,550 

 

富邦金控創業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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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控公司名稱 

（子公司家數） 
集團資產 集團淨值 子公司名稱 

富邦創業投資管理顧問公司 

富邦銀行(香港)公司 

富邦直效行銷顧問公司 

富邦資產管理公司 

復華商業銀行 

金復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金復華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復華綜合證券公司 

復華證券金融公司 

復華期貨公司 

復華創業投資公司 

復華財務顧問公司 

復華金控公司 

（9家） 

4,296 

 

368 

 

復華資產管理公司 

華南商業銀行 

華南永昌投信公司 

華南永昌證券公司 

華南產險公司 

華南票券公司 

華南金創業投資公司 

華南金資產管理公司 

華南金控公司 

（8家） 

17,018 

 

906 

 

華南金管理顧問公司 

台灣新光商業銀行 

新昕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新光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新壽綜合證券公司 

新光人壽公司 

新光金控公司 

（6家） 

14,942 

 

889 

 

新壽保險經紀人公司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網站及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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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全體金控公司與本國銀行之 ROA 比較圖 

 

圖 24  全體金控公司與本國銀行之 ROE 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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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金融控股公司發展現況 

一、美國 

     美國於 1933 年通過 Glass-Steagall 法，禁止銀行本身兼營證券

業務。1956 年美國通過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其後准許銀行以子公司方式介入部份證券業務等，惟保險

業務仍不准介入。1999 年 11 月 12 日美國總統簽署了金融服務現

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 Gramm-

-Leach-Bliley Act；簡稱 GLB 法），改變了美國金融業的結構與競

爭態勢。GLB 法案廢除了 1933 年以來區隔美國銀行為商業與投資

銀行的 Glass-Steagall 法，允許銀行、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的結盟，

並解除銀行控股公司法對銀行跨業經營之限制，同時准許金融控

股公司設立。惟必需採行純粹金融控股公司組織型態4，以設立防

火牆，杜絕利益輸送。 

          此外，GLB 法也提供金融控股公司的功能性管理（functional 

regulation），保護非公眾顧客的資訊，並且改變了與社會再投資

法等相關的金融監理。GLB 法中有關金融控股公司的設計，基本

上是美國金融管制辯證環境下的歷史產物。金融控股公司不等於

是銀行跨業經營的最佳模式，而金融控股公司不代表金融業經營

的規模要大，金融機構經營的效率性與安全性，要看的還是經營

者的能力與資本比例的適切性。 

     目前，美國金融控股公司以花旗集團（Citigroup）最具代表性，

其於 2000 年由銀行控股公司改制為金融控股公司。該公司的營運

以深耕海外市場，並以國際業務為主要收益來源，其重視集團股

價與短期收益，其股票市值已為美國金融業及全美企業之冠，其

成功經驗值得參酌。 

                                                 
4 純粹金融控股公司（pur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係指公司本身並不經營業務，所有金融等

業務都由子公司經營，其主要任務為擬訂集團全體的經營策略，並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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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 

     二次大戰後德國經濟金融復甦極速，迄 1980 年止引發新銀行設

立潮，期間新設銀行達 130 家，由於金融自由化及國際化的快速進

展，以及歐盟的統合，加速了德國以銀行業為主的購併，並深化德

國銀行業兼營投資銀行甚至保險業的需求。 

德國銀行法規定銀行本身除經營銀行業務外，並可以設立直接

兼營證券業務的部門，然而德國大型銀行為了便利在國內外進行併

購及融合企業文化，均依德國公司法設立事業金融控股公司5，但銀

行並無禁止純粹控股公司設立的規定。 

目前德國銀行業的市場佔有率集中於德意志銀行（Deutsche 

Bank）、Commerz Bank、Dresdner Bank ，其中以德意志銀行之規

模最大，成效最為彰顯。德意志銀行為歐洲最強大的金融集團，

對企業影響力極鉅。1989 年該行設立人壽保險子公司，並收購英

國商人銀行，以強化保險及投資銀行業務，緊接著該行購入德國

保險集團及美國 Bankers Trust 投資銀行，故該行已成為全能金融6

的事業金融控股公司。 

 

三、英國 

     英國長久以來為不成文法國家，有關金融制度一切委由金融

各業的業者自律，迄 1970 年代為止，該國認為明確規範銀行實有

必要，乃於 1979 年訂定銀行法。嗣逢國際競爭日趨劇烈，英國傳

統的分業制未能使得金融業競爭力提高，1986 年英國首相柴契爾

夫人乃進行金融大改革（Big Bang），同年並通過金融服務法

（Financial Services Act）的訂定，銀行可從事證券、保險、信託

                                                 
5 事業金融控股公司（operating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係指公司本身直接經營銀行、證券業

務，同時本身也擬訂及實施集團全體的經營策略.。 
6 全能金融（All Finance）就德國而言，係指銀行本身兼營證券業務，並透過子公司兼營保險事

業，以對客戶提供全方位金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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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業務，而證券業及保險業亦可相互介入其他金融業務領域。迄

1990 年初，英國金融版圖大幅重整，金融同業在國內外購併益趨

積極；2001 年並實施金融服務暨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確立了金融跨業經營與合併監理之架構。 

          目前英國四大金融控股公司包括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Lloyds TSB、Hong Kong Shan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oldings

（HSBC）、Barclays Bank。除匯豐銀行控股公司（HSBC）仍在

海外積極拓展業務外，餘三家則放棄海外業務，而強化於英國國

內之業務。 

 

四、日本 

        日本於 1947 年訂定「獨佔禁止法」不准控股公司的設立，此

時期日本延續戰前銀行分業制的精神，同時為期日本經濟及早復

甦，除確立商業銀行提供產業資金外，並設立長期信用銀行、信

託銀行以協助重工業的發展。 

     日本自 1970 年代起迄 1980 年代止，其以間接金融為主的金

融架構，以及長短分離、銀行、證券、保險分離的分業制並未改

變。至 1990 年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股市、房價劇跌，銀行不良

債權問題浮現，由於資本市場逐漸發達，許多企業轉為以發行債

券、股票方式籌措資金而減少與銀行的往來。為因應此一趨勢以

及客戶需求的多樣化，日本政府乃於 1992 年 3 月通過「金融制度

改革法」，准許銀行、證券、信託銀行以設立子公司方式互相介

入營運。然由於成效有限，日本爰於 1996 年進行金融大改革，並

於 1997 年 12 月通過「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及「銀行控股公司

創設特例法」，准許純粹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並以子公司方式

兼營金融相關事業。上開二項法案自 1998 年實施以來，促成日本

金融市場的整合和重編，當時並形成四大金融集團，包括瑞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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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uho）、三井住友（SMFG）、日聯（UFJ）、三菱東京（MTFG）。

日本認為透過大型金融控股公司的設立，可以減少銀行過多的現

象，有利於創造較好的經營環境。 

     日本的第一家金融控股公司係於 2000 年 9 月由日本興業銀

行、第一勸業銀行及富士銀行所成立的「瑞穗金融控股公司」，

瑞穗集團總資產當時高達 141 兆日圓，為世界上資產規模最大的

銀行集團。該控股公司為使組織重整得以順利進行，故分階段進

行整合，期間其所預期之經營及財務目標因企業文化整合受挫及

不良債權的攤銷等致無法達成，並造成大幅的營業虧損。至 2006

年 1 月，日聯（UFJ）與三菱東京（MTFG）二大金融集團合併成

立新的金融控股集團（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取代瑞穗

金融集團成為世界上最大銀行。觀諸日本金控公司之資產規模雖

大，組織架構亦大體相同，然經營成效卻不彰，主要有下列原因

（李儀坤，2003）：（一）裁員及裁撤分行不夠積極；（二）盈

餘目標不務實；（三）不良債權及持股損失雙重打擊；（四）經

營團隊軟弱無能；（五）景氣低迷欲振乏力。 

 

第三節  股權集中度相關文獻 

        我國上市公司相對於美國與日本，主要的特色為家族成員持

有決定性之股權比例，而我國有 76%為家族控股公司，其董事會則

有 66.45%為最大家族所完全掌握（葉銀華，1999）。而國際證券交

易所聯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s）於 1999

年就會員國之股權結構型態進行調查，發現我國上市公司之股東

以個人投資者為主（含家族及個人），其比例為 58%。此外，如緒

論所述，日本高階主管的持股高於流通在外股權 0.5%者僅佔全部

企業的 12.2%，在美國則為 22.6%，遠低於台灣的 91.1%，而台灣

的家族企業高階主管多以親屬關係結合，且股東多為家庭成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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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一、陳錦村及陳坤宏，1996），這種關係對代理成本的降低有所

助益時，是否顯示股權集中度的提高即可提高公司的價值，是值

得探究的。 

經濟學上原本用來衡量市場集中程度的指標 Herfindahl 

Index，係指產業內的廠商其市場佔有率平方的加總，亦有研究學

者將之用於股權集中度的衡量，其公式為： 

HI = ∑
=

N

i
iS

1

2
 

     其中 HI：Herfindahl Index 

            N：總持有人數 

           Si：第 i 個持有者的持有比例 

          研究以每一個股東持股比例的平方和來定義股權集中程度

（Ownership Concentration）的學者為 Demsetz and Lehn（1985），

以探討股權集中程度與公司績效間的關係。 

            另一種衡量股權集中度的Herfindahl Index，Santerre and Neun

（1986）研究股東股權控制程度對管理者報酬的影響，其係將排

名前幾大股東的持股比例加總至 51%的各股東的持股比例來衡

量 Herfindahl Index，其公式為： 

HI = ∑ ⎟
⎠
⎞

⎜
⎝
⎛

=

N

i

iS
1

2

51.0
 

    其中 HI：Herfindahl Index 

              N：持股比例由大至小排列，累加至 51%前幾大股東之持

有人數 

              Si：第 i 個持有者的持有比例 

            謝宗良（1992）探討股權中程度及公司規模等因素影響台灣

股價波動的情形，其用來表示股權集中程度的 Herfindahl Index 

係將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比例各別平方後再予以加總，其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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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 ∑
=

N

i
iS

1

2
 

    其中 HI：Herfindahl Index 

              N：總持有人數 

              Si：第 i 個持有者的持有比例 

            另 Yeh and Chiu（1996）係依據股東持有股票張數予分層後

的持股比例以及人數來計算，其公式為： 

HI = ∑
=

⎟⎟
⎠

⎞
⎜⎜
⎝

⎛K

i i

i

N
S

Ni
1

2

 

    其中 HI：Herfindahl Index 

              K：階層數 

Ni：第 i 個階層的總持有人數 

          Si：第 i 個階層的持股比例 

詹麗錦（2002）及洪振（2003）採用 Yeh and Chiu（1996）

的 Herfindahl Index 來探討股權集中度與股價反應的關係。 

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宏（1996）於探究家族企業、聯屬持

股與公司價值時，其股權集中度之計算，係將公司前十大股東持

股比率予以加總。而陳瑞斌、劉立倫、翁慈青（2006）於探討股

權集中度是否影響分析師之預測時，亦將前十大之股東持股比率

予以加總的方式來計算股權集中度。其公式為： 

HI = ∑
=

N

i
iS

1
 

    其中 HI：Herfindahl Index 

              N：總持有人數 

      Si：第 i 個持有者的持有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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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股權質押與公司價值關聯性相關文獻 

實務上常見意圖取得某一金融機構經營權之投資者，以少數之自

有資金透過公開市場收購該金融機構股票，再以該取得之股票向其他

金融機構質押借款取得資金，復向市場上購進該股票。如此重複財務

槓桿融資方式並輔以收購委託書方式，最終取得該金融機構過半數董

事席位，進而取得公司經營權。至此，我們合理推估該控制股東之持

股質押比率應不算低，高蘭芬（2002）指出，對持股質押的董事而言，

質押會將個人資金狀況與公司股價走勢產生連結；基於自利動機，介

入經營的質押董事（多為控制股東成員）有強烈的誘因與機會，進行

盈餘管理與發佈不實的盈餘預期資訊，以期影響公司股價，導致會計

資訊可信度降低。而此型態的股權集中度狀況與一般大股東質押比率

的高低對於公司價值的影響為何，值得探究。 

劉綠萍（2004）在有關董監事持股質押對公司價值影響之研究結

果發現董監事持股質押對公司價值具有顯著性的負面效果，尤其在集

團公司中董監事持股質押所帶來的代理問題更甚於非集團公司。該研

究結果並支持機構投資人、債權人及股利政策等三項公司監督機制，

能有效降低董監事持股質押引發的代理問題，進而改善公司的經營績

效。 

楊麗弘（1999）在研究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關聯時發現，董監

事股票質押比例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設質比例越高

的企業，其經營績效越差。熊大中（2000）研究我國企業財務危機與

董監事股權質押關聯性，其實證結果顯示董監股權質押比例與經營績

效有顯著相關性，並且成反向相關；董監事股權質押比例與產業別顯

著相關，會因產業的不同而有不同的質押比例。 

此外，Claessens , Djankov and Lang（2000）針對東亞地區企業之

股權結構、公司績效和外部環境之關聯性做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最終

控制者持有較高的現金流量請求權，其公司價值最高；最終控制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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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控制權，將導致公司價值降低，特別在其擁有低現金量請求

權與高控制權時，公司價值將顯著下降。 

Cronqvist and Nilsson（2003）探討公司股權結構對於經營績效與

價值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當控制股東所掌握的投票權比率與現金

流量權比率之偏離程度愈大時，公司的經營績效（ROA）與價值

（Tobin’s Q）會降低。 

Caprio, Laeven and Levine（2003）於公司治理與銀行價值研究

中，探討世界 44 國 244 家銀行的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關係，發現

當銀行控制股東真正出資比率愈高，則公司價值愈大。在全世界大部

分國家金融機構仍屬於股權結構集中，而提高控制股東的持股比率或

限縮過度槓桿收購對公司價值是有正面意義的。 

然而許加昂（2000）在探討 82 年到 87 年董監事質押比例與企業

經營績效、融資政策與股利政策之關聯性中發現，董監事持股質押比

率與經營績效並無相關性；董監事持股質押比率越高，公司負債也越

高，而董監事持股質押比率與現金股利發放呈現負向關係。 

另林怡群（2002）在探討我國上市公司控制股東存在對公司價值

之影響時，實證結果發現控制股東的存在並不影響公司價值，此外，

最終控制股東之類型發現在以 ROA 來衡量公司價值下，家族及公共部

門均能增加公司價值，而在探討舉債的監督功能時發現當公司存在代

理問題時，對外舉債確實能增加公司價值。 

 

第五節  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相關理論 

      關於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Berle and Means （1932） 

首先開始研究，他們認為股權分散的企業，經營權由管理者掌握，因

管理者本身持有的股權不高，無須承擔經營失敗的全部後果，故容易

產生代理問題。因此，公司資源在此前提下，並非用來最大化股東財

富，若有股權集中的大股東存在，則有誘因監督管理者的經營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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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及價值存在三種假說： 

（一）管 理 者 與 股 東 利 益 一 致 假 說 （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此假說（又稱為「利益收歛假說」）認為管理者

持股比率高或股權集中時，該管理者與公司其他股東之利益即

會趨於一致，並導致公司價值的提高。Jenson and Meckling

（1976）在代理理論中指出，當股權集中於管理者手中，管理

者特權消費、怠惰和追求非最大公司價值的行為所產生的損

失，大部分將由管理者自行承擔。因此管理者不可能下達不利

於公司價值的決策。此外，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宏（1996）

指出當內部人持股比例愈高時，其亟欲提升監督之動機即愈強

烈，也愈有能力解決代理問題。 

（二）管 理 者 鞏 固 或 掠 奪 利 益 假 說 （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hypothesis）：此假說認為管理者或大股東會基於個人私利透過

控制公司決策，掠奪公司財富。Morck-Shleifer-Vishny（1988）

的實證中發現，當管理者持股比率介於 5%至 25%之間時，持

股比率愈增加，管理者愈有足夠的表決權鞏固自己的利益與職

位，並做出不利於公司價值的決策。La Porta et al.（1999）及

Shleifer-Vishny（1997）另發現，偏離一股一權的大股東可能會

透過利益輸送、掏空公司資產，剝奪小股東的財富，並衍生道

德危機與逆選擇的代理成本。  

（三）市場效率假說：Fama（1980）認為資本市場有效率且具有外部

管理機制時，因公司股價可以充分反映出公司的績效，則外部

管理機制會運用各種壓力迫使公司依照管理者績效來給予報

酬。所以只要市場能促使公司依照經營績效來決定管理者薪

資，則管理者會努力使公司績效最大化。故 Fama 主張公司的

績效取決於外部管理機制，而與公司的股權結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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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綜合評論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我們得知探討金融業股權集中度對公司價值

影響的相關研究並不多，大都針對股權結構對上市櫃公司績效的影響

進行探討，其中部分研究，如劉綠萍（2004）及林怡群（2003）甚至

將上市櫃公司之研究對象中，將金融保險業予以排除。因此，本研究

針對金融控股公司的股權集中度對公司價值的影響進行探討，於學術

領域上應具研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