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㆓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第㆓章將針對六部份探討策略群組暨績效衡量之相關文獻，作為

研究理論架構之基礎。第㆒部份先大致描述基本金融市場架構，作為之後分析

金控產業的基礎。第㆓部份為融控股公司之基本概念，此為公司形成策略之背

景基礎。第㆔部份為策略群組的定義，以瞭解其概念、形成原因及策略構面。

第㆕部份將探討策略類型與策略群組構面，並歸納本研究所欲使用的策略群組

構面。第五部份將回顧國內外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之相關實證分析，藉此瞭解

策略群組與績效間之關係。最後㆒部份將討論金融機構之績效衡量方式，以推

論金控公司適合之績效衡量指標。 

第㆒節  金融市場基本架構 

金融市場架構主要可依據取得資金的方式不同，而分為間接金融(indirect 

finance)及直接金融(direct finance)。間接金融主要是透過金融㆗介(financial 

intermediation)，如銀行、保險公司等進行資金的溝通。資金有餘單位將錢存於

銀行，銀行再將錢借貸給資金赤字單位，以賺取其間的利差。相反㆞，直接金

融則是資金赤字單位，直接向資金有餘單位籌措資金。直接金融常見的形式，

在籌措長期資金方面有發行股票及公司債等，在短期資金週轉的籌資㆖有發行

商業本票和銀行承兌匯票等。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間的機構分隔，見圖 2.1 (沈

㆗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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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機構分隔圖 

然而，在台灣金融機構合併法的架構㆘，將金融機構主要分為㆔種類型，

即保險業、銀行信託業與證券期貨業，只允許金融機構做同業間的合併。在保

險業㆗包括㆟壽保險與產物保險，以間接金融業務為主。銀行信託業則包括銀

行、票券、信託業、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信用卡業務機構與郵匯局，

亦是以間接金融業務為主。第㆔類證券期貨業㆗包括了綜合券商、投資信託、

投資顧問、期貨商與證券金融公司，此類的公司與前兩類型不同，是以從事直

接金融業務為主。 

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的成形，即代表過去金融機構的分類方式已邁向模糊

化，也就是說新成立的金控公司可以同時整合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領域；也

可以跨經營於保險業、銀行信託業與證券期貨業，同時提供顧客多元化的服務。

政府推行此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主要學習於國外金融業發展之趨勢，目的為鼓

勵金融機構集團化、大型化、國際化及多角化經營，以創造 3C 的綜效，即共同

行銷(Cross-selling)、成本減少(Cost-reducting)及資本效率(Capital efficiency)，與世

界㆖大的金控公司爭雄。㆒般而言，全球的綜合銀行或金控公司主要從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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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保險、資產管理㆕項業務 (圖 2.2)。此㆕者的合併將增加金控公司的競爭

力，歸納而言，台灣的金控公司亦以此㆕個方向為主要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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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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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節 金融控股公司之基本概念 

㆒、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與經濟功能 

由於金融體系快速發展，金融全球化、跨業務的經營，並且朝向大型集團

化整合，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之趨勢。就銀行的跨業經營型態而言，主要有銀

行內直接兼營、銀行轉投資子公司經營、銀行控股公司及策略聯盟多種類型。

由於各國的金融環境發展有其歷史背景與淵源，故金融業經營型態各有差異，

不過近年國際性金融集團迅速演進與整合，因此在經營型態㆖，實務多已朝向

控股公司的模式發展。 

例如，日本在過去半個世紀，由於「獨占禁止法」原則㆖禁止純粹控股公

司之存在，因此所謂金融控股公司自難有存在之法律空間，由於日本為因應金

融國際化及自由化之潮流，建立更有效率之金融體制，乃於㆒九九八年㆔月十

㆒日正式施行而為放寬金融控股公司之創設開闢㆒條明路。除此之外，日本更

於㆒九九九年及㆓○○○年兩度修正「商法」，先後分別引進股份交換制度、

股份移轉制度及公司分割制度，除使企業在組織戰略之運用㆖，具有更寬廣之

彈性空間外，亦使金融控股公司之創設方法，愈趨多樣化及明確化。 

美國為例，雖然過去由於㆒九㆔㆔年哥雷斯－史迪格法案（Glass-Steagall 

Act；Banking Act of 1933）及㆒九五六年銀行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之限制，原則㆖禁止金融機構藉由金融控股公司型態，跨業經營證

券及保險業務，然而為因應金融自由化的趨勢及提升金融國際競爭力，美國聯

邦準備理事會早已於㆒九八○年代㆗葉，逐步放寬會員銀行或銀行控股公司之

非銀行子公司得以涉足證券業務之經營。更在㆒九九九年十㆒月五日通過「金

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修正㆒九㆔㆔年哥雷斯－史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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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法案，對金融業跨業經營採行雙軌制1，提昇美國銀行業面對歐洲聯盟之綜合

銀行體制金融集團之國際競爭力。 

台灣在金融改革的政策㆖主要跟隨了美國與日本的腳步，有鑒於美、日先

後引進金融控股公司法從事金融改革，為了增進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對於

國際金融市場的潮流自需亦有所因應。在民國八十九年十㆒月通過「金融機構

合併法」以及在民國九十年六月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予以國內金融機構

㆒個進行同業購併及跨業經營的法源基礎。然而所謂的「金融控股公司」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HC）歸納而言，係指透過控股公司方式，以銀行、

證券、保險等形態之子公司，從事於具金融本質（ Financial in Nature）之業務

活動，藉此整合金融相關業務的百貨化服務之公司(許紋瑛，2001)。根據母公

司職能的不同，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分為純粹控股公司（Pure Holding Company）

或混合控股公司（Mixed Holding Company）。純粹控股公司型態㆘，母公司僅

掌握子公司股份，而並不從事金融業務。這㆒模式主要由金融機構之間跨行業

的合併來實現。混合控股公司型態㆘，母公司也可以從事金融業務。而台灣的

金控公司是屬於純粹控股公司型態。㆒般而言，我國金融改革成立金融控股公

司所提供的經濟功能與機制可以歸納如㆘幾點： 

(㆒) 發揮金融綜合經營效益 

台灣不管是銀行、保險或證券業因家數太過多，所以都處惡性競爭之狀態，

金控公司成立之後，可以將公司資源加以整合，進而擴大金融經濟規模以增加

競爭能力。尤其金融業務朝向多元化發展之際，藉由金控公司旗㆘之聯屬子公

司以共同行銷、資訊交互運用及設備共用等方式，組合多樣化的金融商品，提

                                                 
1 美國對其金融業跨業經營所採行之「雙軌制」，係指㆒方面容許達到㆒定規模之大型金融控

股公司，得從事證券、保險、投資顧問、共同基金或商業銀行等金融業務外，另㆒方面則允許

符合㆒定資格之會員銀行，除得經營保險、保險投資組合、商㆟銀行、不動產開發及投資等業

務外，並得透過轉投資子公司型態以從事與金融本質相關或附屬之金融業務。參閱「金融控股

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理機制」(王志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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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顧客㆒次購足的需求，可以有效降低營運成本，並可擴大金融經營範圍。 

(㆓) 提昇我國金融業之國際化與國際競爭力 

本土金融機構(銀行、證券、保險)公司目前家數太多，且和國外銀行相比，

規模皆偏小。故金控法成立，各家金融機構將公司加以合併，成為互補之狀況，

將有助於本土銀行之國際競爭能力。 

(㆔) 強化經營效率與專業分工 

採取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後，可以將事業經營決策與業務執行予以分離，即

由控股公司本身負責整體金融集團之經營決策，而控股公司㆘轄之各子公司專

業經理㆟則負責㆒般日常業務之執行，而透過分工可以達到縮短決策時程與執

行業務的效果，以提高集團企業之經營效率(陳太齡，2002)。 

(㆕) 組織、管理、及財務的彈性化 

設立金融控股公司促使金融機構大型化，提升風險承擔能力，且因為金控

公司旗㆘為相互獨立之子公司，因此在組織運作㆖比較有彈性。當控股公司依

其目標進行擴張時，可以透過投資或收購子公司的方式擴大版圖；當控股公司

旗㆘子公司營運不善或經營目標改變時，也可以將其結束或出售，而不影響公

司整體之體制。同時藉由金控公司居㆗決策及資源調度機能，更可發揮整體經

營效率。此外在財務運用方面，利用金控公司資金調度之統合性，可加速資金

流動性及靈活度。 

(五) 強化金融跨業經營合併監理 

自㆒九九○年代㆗期，台灣金融弊案不斷發生，逾放款比率亦持續攀升，

金融環境明顯惡化，金融監理制度顯然須作相當程度的改進。另㆒方面，銀行

業務之綜合化及金融服務業的跨業經營已成為國際趨勢，「金融控股公司法」

通過，即是從法令層面配合銀行、證券、保險、票券、期貨等綜合跨業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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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流。金融監理亦應從以往分業機構別監理，改為「金融檢查㆒元化」之監

理，強化金融監理作業的效率性(蔡俊明，2002)。 

總結而言，設立金控公司最大的效益在於兩點，㆒為子公司間的綜合經營

效益，㆓為經營規模的擴大。因此，本研究將在研究架構㆗發展出多角化策略

構面及規模構面，以探討各家金控公司在此兩項策略面的差異性。 

㆓、台灣金控公司之問題與未來發展 

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因制度㆖組織結構的本質，而可能衍生之問題可歸納

為以㆘㆔點(許紋瑛，2000；蔡俊明，2002)。 

(㆒) 客戶資訊不當流用。 

由於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間的關係密切，若對於客戶資訊、資金之流

用無適當規範，則容易發生的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或其他損及客戶權

益之行為。例如在金融控股公司之㆘，因兼營各種業務特性不同，極可能造成

各業務之間的利益衝突，如銀行與利害關係㆟進行不當交易或利益輸送，損及

銀行存款㆟之權益；或聯手促銷或轉售劣值商品給客戶；或利用業務便利取得

未公開資訊進行內線交易以謀取本身之利益，對整體經營穩定性及健全性造成

不利影響。 

(㆓) 傳染性風險。 

傳染性風險又稱之為骨牌效應，因為金融機構之營運係建立於社會大眾的

信心之㆖，如果個別子公司發生問題將會影響整個集團之信心，信心不足可能

造成銀行子公司的擠兌，甚至導致整個集團的經營危機。因此為了避免諸如因

集團內部的擔保品不足的借貸行為及資本的重複使用，擴散成整個集團的經營

危機，需建立集團㆗成員間之資金區隔規定，即資金防火牆，規範整個集團的

借貸行為與風險相互承受的問題；在防止資本的重複使用部分則須確保整個集

 15



團的資本適足性。 

(㆔) 內部管理複雜化。 

金融控股公司因經營多種業務，又透過複雜的組織結構來經營，若決策及

控制架構不夠透明化，則金融監理當局對此種營運方式是無法完全評估其整體

風險。唯有㆖自控股公司，㆘至控股公司旗㆘之個別子公司之組織型態、管理

架構及決策過程均賦予透明化的機制，才有可能完整評估整個金融控股公司與

旗㆘子公司。 

對於台灣未來金控的走向，㆒般的看法是未來金控家數會因應市場機制作

調整。財政部長林全於民國九十㆓年㆒月㆔日表示，「台灣金融控股公司家數應

取決於市場，未來金控市場是開放的，市場維持開放競爭，對企業發展才有利。」

由政府的態度來推估，未來金控市場是開放的，不代表只有這十㆕家，其他業

者也可再申請設立，而這十㆕家在經過競爭或合併後也許最後不到十㆕家。市

場保持開放，對於金控家數多寡是㆗性的，因此可預料台灣的金控產業在未來

還是有相當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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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節 策略群組及相關文獻 

㆒、策略群組定義 

策略群組的概念首先是由 Hunt 於 1972 年研究「美國家電業競爭與市場績

效」的博士論文㆗提出，其對策略群組的定義為：「在某㆒產業㆗，㆒群在制定

主要決策變數㆖，遵循共同策略的廠商。」至今此㆒概念已廣泛運用於各個產

業，然而過去各學者對於策略群組的定義不盡相同，茲整理如表 2.1。 

表 2.1 各學者對策略群組之定義 

學者 策略群組之定義 
Hunt (1972) 在某㆒產業㆗，㆒群在制定主要決策變數㆖，遵循共同策略的廠商。 

Caves & Porter (1977) 同㆒產業內可能包含數群的廠商，而每㆒群組都包含在某些策略構

面㆖極為相似的廠商。 

Hatten, Schendel & Copper 

(1978) 

同㆒產業內，具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策略的廠商所聚合而成的群

組。 

Aaker (1984) 同㆒產業內，㆒群追求相類似的競爭策略並具有相似特性的廠商。 

Cool (1985) 同㆒產業內，在特定期間，具有類似的策略領域、資源分配、和競

爭優勢組合的㆒群廠商。 

Porter (1985) 某㆒產業內，就策略構面而言，遵循相同或相似策略的㆒群廠商。 

Cool & Schendel (1987) 某㆒產業內，具有相似的範圍與資源承諾之組合。 

Feigenbaum (1987) 同㆒產業內，㆒群追求相同或相類似的廠商。 

Masacrenhas & Aaker (1989) 某㆒產業㆗，因移動障礙的存在，使得㆒群與其他企業群體分開的

群體。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馥芳(2002)。 

綜觀㆖述學者之說法，雖然以不同觀點來看策略群組，但仍可歸納所包含

的㆕個重要觀念(巫清長，2000；張馥芳，2002)。第㆒，策略群組是以同產業內

的廠商作為分類對象；第㆓，研究者得以客觀的找出代表策略構面的變數，作

為分群的基礎，但各學者對策略構面的觀點不盡相同；第㆔，給定策略構面後，

策略群組是依廠商的策略相似或相同作為分群標準；第㆕，基於移動障礙的觀

念，群組間獲利能力具有異質性(Caves & Porter，1977；Mascarenhas & A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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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在本研究㆗，針對所研究產業之特性，對於「策略群組」的定義為：「同

產業㆗，㆒群採取類似策略、資源配置並有相似性質的廠商。」 

㆓、策略群組理論研究 

學者對於策略群組的研究大致可區分為兩個方向，㆒開始是起源於產業組

織經濟領域的學著，主要乃探究產業內廠商的競爭結構、廠商行為及產業績效；

而後有些學者則由策略管理或企業政策的觀點來進行探討，研究產業㆗廠商的

策略型態與績效的關係。 

(㆒) 產業組織經濟學者的觀點 

產業組織經濟學派多用產業經濟學(IO)觀點來探討策略群組。以Porter(1979)

為例，修正 Bain(1959)的進入障礙概念，結合策略群組而提出「移動障礙」的觀

念(mobility barriers)。此學派以產業經濟的變數作為分析產業競爭群組的基礎，

主要探討產業內廠商間的競爭(rivalry)行為對於產業績效的影響(Cool，1985)，而

策略群組則被用來作為探討產業內競爭的分析工具，其所遵循的研究典範是所

謂的「結構-行為-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模型，認為產業內

的競爭結構會影響廠商的作為，進而會影響該產業的績效。由 Scherer(1990)所提

出的模型為代表，在其分析架構㆗說明了基本經濟條件決定市場結構，而市場

結構又決定廠商作為，最後決定產業績效水準。 

依產業組織經濟學者對 SCP 模型㆗各項因素強調程度不同，可區分為「結

構主義」(structuralism)與「行為主義」(behaviorism)兩學派。結構主義派學者研

究重點多在與產業結構與績效間的關係，主張產業結構是產業績效之唯㆒決定

因數(Cool，1985；Cool and Schendel，1987)。行為學派則認為結構主義學者忽

略了產業類廠商在公司策略、特性及市場力量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不但會影響

廠商績效亦會影響產業結構。故行為主義學者認為 S-P 與 C-P 的關係應分別獨

立探討(Scherer，1990)，而策略群組是用來進行此種結構分析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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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策略管理學者的觀點 

產業組織經濟學以總體的觀點研究策略群組，而策略管理學者則較重視個

別廠商的管理決策過程。雖然策略管理學者的研究重點主要是策略，但他們對

策略的看法已逐漸從認為每家公司皆具有獨特性轉變為認為公司間存在某㆒些

共同性(Hambrick，1983)，因此策略群組正可看作將產業視為全體與分別討論個

別公司者之間的分界單位(Porter，1980)，是以微觀的角度協助管理者進行策略

定位。 

在策略群組的觀念提出後，學者對於產業與公司層次間的策略群組產生極

大的興趣，紛紛以不同的研究方法，針對不同的各種產業進行實證研究，1980

年之後的十年可說是策略群組研究之全盛期，探討的重點主要有兩項：產業內

策略群組結構之確認及策略群組與績效之關係。 

然而，之後有學者開始懷疑策略群組的觀念並非有用理論性構念，或只是

為了分析方便，而設立的分析便利品 (Hatten & Hatten，1987)。Barney & 

Hoskisson(1990)由實證結果發現，提出策略群組結構對於績效影響效果之矛盾看

法，認為由集群分析所做出來的策略群組分類許多是㆟造群組，且是無意義的

分類。於是學者從各種理論基礎來說明策略群組有其理論基礎(Tang & Tomas，

1992)，並在策略群組分析㆗，加入以資源為基礎的公司能力觀念(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s)，來解釋產業績效差異之原因(Lawless et al， 1989；Bogner & 

Thomas，1993；Bogner, Tomas & McGee，1996；Mehra，1996) ，就如同 Grant(1991)

認為企業內部資源與能力會引導企業經營策略的方向，而決定企業的獲利能力。 

Peteraf & Shanley 在 1997 年更提出需以宏觀(Macro-level)與微觀(Micro-level)的

兩個層次來分析廠商特性，作為策略群組分群的基礎。資源基礎論與宏觀、微

觀的論點多為近年學者在探討策略群組實證時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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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節 策略類型與策略群組構面 

㆒、策略類型與策略群組構面文獻探討 

欲探討策略行為與績效間之關係，必須先找出藉以分析企業策略行為的策

略構面。策略構面是描述與衡量策略類型的工具，藉此可以瞭解企業的特性、

經營活動及資源配置的異同，並加以分類，以便深入瞭解產業內的競爭情形。

各學者隨著不同的時間及產業對於策略構面的看法不盡相同，整理如㆘。 

(㆒) Miles & Snow (1978) 

Miles & Snow 將策略分為㆕大構面，分別為防衛型策略、前瞻型策略、分

析型策略及反應型策略。防衛型策略是指企業產品與市場狹小且穩定，以提供

更高之服務來穩定期顧客，重視成本的降低與效率的控制，較不注意產業環境

的變動。前瞻型策略是指企業產品與市場定義很廣，活動往往會帶動產業趨勢，

經常注意產業環境變動，由於經常進入新市場，故常在已進入的市場失去優勢。

分析型策略是結合防衛型與前瞻型兩種策略的特色，跟隨前瞻者策略進入新市

場，同時重視舊有市場的鞏固。最後㆒種反應型策略，是指企業無㆒定策略可

言，常大幅改變既有之做法。 

(㆓) Hofer & Schendel (1979) 

Hofer & Schendel 認為策略可分為㆕構面，分別為領域投入 (domain 

commitment)、資源運用(resource commitment)、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及綜效(Synergy)。其㆗領域投入是以產品與市場的配合或㆞理涵蓋範圍來界定。 

(㆔) Porter (1980) 

Porter 在其「競爭策略」㆒書㆗，將個別公司策略性觀點的差異歸納為十㆔

個構面，分別為：專業化、品牌確立、牽引與推動、通路選擇、產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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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先、垂直整合的程度、成本㆞位、服務水準、價格政策、財務或營運槓

桿、與母公司的關係、與母國與㆞主國的關係。進而推演出㆕個主要策略型態：

成本領導策略(cost leadership strategy)、差異化策略(differentiation)、集㆗化策略

(focus strategy)與進退兩難策略(stuck in the middle)。 

(㆕) Cool (1985) 

Cool 將策略分為六個構面，分別為：市場領域、產品線廣度、㆞理範圍、

研究發展投入、行銷投入及綜效。 

(五) Walker & Ruekert (1987) 

由於 Walker & Ruekert 認為 Porter 與 Miles & Snow 的策略分類均有缺點，

因此提出事業策略混合分類方式。此㆒混合分類方式可分出㆔種策略型態，即

探勘者 (prospectors) 、低成本防禦者 (low cost defenders)與差異化防禦者

(differenciated defenders)。 

(六) Christman、Hofer & Boulton (1988) 

Christman、Hofer & Boulton 將過去研究測管理學者所提出策略構成要素，

予以彙整得到九項構面，分別為：投資強度、範圍與領域、成長方向、獨特競

爭能力與資源運用、競爭武器的類別、競爭獲差異化優勢、區隔差異化、綜效、

時機。經過整合後，他們將策略分為㆕個類別：投資強度、範圍、區隔差異化、

競爭武器類別。他們進而認為要描述企業的策略僅需後㆔項，以之為策略構面。 

(七) Peteraf & Shanley (1997) 

Peteraf and Shanley 提出需以宏觀(Macro-level)與微觀(Micro-level)的兩個層

次來分析廠商特性。在宏觀層次的構面包括歷史趨力(Historical force)、經濟趨力

(Economic force)及制度趨力(Institutional force)；在微觀層次的構面則包括社會認

同(Social identity)、學習過程(Learning)與分類過程(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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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吳思華 (1998) 

吳思華於「策略九說」㆒書㆗，將策略構面重新歸納整理為「範疇、資源、

網路」㆔大部分，亦即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包括產品、市場、規模、整合程

度與活動情形)、策略性資源的創造與累積(包括資產與能力)、網路關係的建構

與強化(包括同業、相關業種業態、資源供應成員與社會大眾)。 

(九) 司徒達賢 (2001) 

司徒達賢於「策略管理新論」㆗，從企業經營策略分析的角度所提出的策

略㆔層次，由㆖至㆘分別為網絡定位策略、總體策略與事業策略。在各個策略

層次㆗皆有不同描述的策略構面。以事業策略為為例，其構面包括：產品線的

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的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的取決、相對規模與

規模經濟、㆞理涵蓋範圍與競爭優勢。 

除㆖所述，陳太齡(2002)以關鍵成功因素(KSF)的角度出發，歸納國內外學

者的看法，提出金控股公司的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認為關鍵成功因素亦可視

為策略衡量構面。其認為金控公司關鍵成功因素衡量可分為無形資產、有形資

產與組織能力㆔類。無形資產㆗包括：公司聲譽與品牌聲譽、企業文化與組織

文化；有形資產類包括：營業據點、資本與資產的品質與規模、客戶總數；組

織能力類則有：企業領導㆟能力、專業經理㆟團隊能力與併購管理能力㆔構面。 

此外，由於台灣許多金控公司的成形是屬於台灣傳統集團企業的整合，與

國外的金融產業特性有所不同。研究網絡關係的學者認為，集團企業的子公司

透過彼此交易合作關係，會形成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的綜效利益，以帶來競爭

優勢；然而，內部網絡形成的合作關係，亦成為策略彈性的限制，可能成為廠

商面臨競爭環境的牽絆(朱文儀、莊正民，1999；Eisenhardt & Galunic，2000；

Gulati et al.，2000；仁慶宗，2003)。因此，本研究在策略構面的形成㆖，加入

集團整合構面，探討集團企業整合對於策略的影響與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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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策略衡量方法 

在許多探討策略的文獻㆗，學者依研究目的的不同，提出許多不同的策略

衡量方式。衡量方式的不同影響策略群組構面及變數的選擇，整理如㆘。 

(㆒) Hambrick (1980) 

1. 策略本質描述法 (Textual Description of Strategy)：視策略為㆒種情境的

藝術，僅對策略的本質加以定性描述，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為透過深度

訪談的個案研究。 

2. 策略要素衡量法 (Measurement of parts of strategy)：利用單㆒變數來描述

事業策略的行為。 

3. 策略多變數衡量法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of strategy)：視策略由㆒組

變數所組成，採取廣泛的界定，以不同的變數組合來研究對績效的影響。 

4. 策略型態法 (Typologies of strategy)：將不同特質的組織策略透過集群分

析加以分類。 

(㆓) Snow & Hambrick (1980) 

1. 研究者推論法 (Investigator Inference)：研究者利用所有可獲得的資訊與

研究者之理論基礎，推論企業的策略型態。 

2. 自我分類法 (Self-typing)：研究者詳細描述各策略型態，由組織之高階

主管自行歸屬策略型態。 

3. 外部評估法 (External Assessment)：利用外部專家之專業知識對企業策

略型態加以分類。 

4. 客觀指標法 (Objective Indicators)：利用企業內外部公開資訊，選擇適當

指標作為策略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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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小結 

在策略構面的文獻回顧㆗，可發現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策略構面主要可以

分為「營運範疇」與「資源」兩大類。在營運範疇構面之㆘較常使用的指標歸

納為市場領域、產品線廣度、㆞理範圍、規模與競爭武器；於資源㆗所提及的

多為資產基礎(Asset-based)或是能力基礎(Skill-Based) (Collis & Montgomery，

1995；Mehra，1996；吳思華，1998)。本研究在策略構面的建立㆖將同時採用「營

運範疇」的策略構面與資源基礎觀點所發展出的「資源」構面，因此本研究對

金控公司分類之構面將定為：業務廣度、市場領域、㆞理涵蓋範圍、財務資源

及無形資產構面，無形資產區構面又分為品牌形象與經營者能力。 

此外，鑒於台灣許多金控公司的成形是屬於台灣傳統集團企業的整合，本

研究認為金控公司屬於集團性或是非集團性整合將影響到整合的成效與綜效的

發揮。在參考台灣企業環境的特性之後，本研究將在策略群組構面㆖更加入「集

團/非集團企業整合」作為分群的考量，也就是說本研究欲探討金控公司在納入

旗㆘子公司時，所選擇的合作夥伴是否是原集團企業之㆘的聯屬公司，此㆒行

為是否影響到策略群組的歸屬。 

在策略構面的衡量方式㆖，本研究將以㆖述的「策略型態法」與「客觀指

標法」進行，即利用企業內外部公開資訊，選擇適當指標作為策略衡量方法，

並將不同特質的策略透過集群分析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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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之實證分析 

國內外相關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之實證分析研究相當多，本研究針對金融

產業之實證研究整理，分別列出研究者、研究對象、策略構面、策略群組分類、

及重要研究結論，整理於表 2.2。雖然是同樣針對金融產業做分析，可發現各研

究者所著重之策略構面仍有所不同，策略群組多介於 3 至 5 組之間。而在研究

的結論方面，也大多證明不同的策略群組在績效的表現㆖，確實有差異性存在。 

表 2.2 國內外金融產業策略群組與經營績效之實證分析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策略構面 策略群組 重要研究結論 

Ramsler 

(1982) 

100 家美國

市場㆗非美

國銀行 

 產品與市場的

差異 

 ㆞理涵蓋範圍 

 絕對規模 

 大型的全球性銀行 

 大型的國際性銀行 

 ㆗型的國際性銀行 

 國際性專業銀行 

 ㆗型的本國銀行 

 本國的專業銀行 

 策略群組間有顯著績

效差異 

 群組間所採取的進入

策略有差異。 

Fregenbaum 

(1987) 

保險產業  營運範圍 

 資源部署 

  長期穩定的群組結

構。 

 績效差異存在。 

Fomburn & 

Zajac 

(1987) 

114 家金融

服務業 

 通才主義 

 內部擴充性 

 外部擴充性 

 與銀行關係 

 與儲貸機構關

係 

 與其他金融機

構關係 

 整體影響力 

 ㆔個策略群組  管理者對環境的知覺

是形成策略群組的重

要因素。 

 除內部擴充性外，多

數的變數都存在顯著

差異。 

Fiegenbaum 

& Thomas 

(1990) 

33 家美國

保險公司 

(1970-1984) 

 策略範疇： 

產品範圍/廣度、業主

權益/負債、多角化程

度、公司規模 

 資源配置： 

支出比率、再保險、

財務槓桿、投資策略 

 集㆗於壽險 

 集㆗於個㆟保險 

 多元化 

 其他 

 策略群組間績效有顯

著差異。 

 群組績效隨時間演進

有差異。 

 群組隨者時間演進而

有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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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ra 

(1996) 

美國 45 家

銀行 

 市場基礎觀點

的 8 項策略變

數。 

 資源基礎觀點

的 10項策略變

數。 

 市場基礎觀點可分

為㆕個策略群組。 

 資源基礎觀點可分

為五個策略群組。 

 以資源基礎觀點所發

展構面所形成之策略

群組，在各群績效差

異較以市場基礎觀點

所發展的群組為顯

著。 

Ferguson, 

Deephouse 

& Ferguson 

(2000) 

保險產業  營運範圍： 

產品範圍、產品多角

化、規模、所有權形

式、成立時間 

 資源配置： 

通路、再保險、財務、

投資 

 ㆔個策略群組  各策略群組的聲譽有

顯著差異性。 

陳月美 

(1991) 

23 家本國

銀行及 29

家外國銀行 

(1987-1989) 

 財務槓桿 

 放款品質 

 流動性 

 成長性 

 群㆒：高資產成長高

流動群 

 群㆓：低財務槓桿存

款成長群 

 群㆔：存款成長導向

群 

 群㆒在 ROA 及 ROE

㆖表現最好；群㆓次

之；群㆔最差。 

 民營銀行在營業利益

與 ROA ㆖表現比公

營銀行佳；而在 ROE

㆖則反之。 

張志成 

(1991) 

55 家證券

承銷商 

 產品廣度 

 目標市場 

 多元化服務程

度 

 相對規模 

 ㆞理涵蓋範圍 

 競爭武器 

 共分五個群組  在本身條件、外在環

境及法令限制㆘，各

證券承銷商的經營策

略不同。 

 群組間的績效表現有

顯著差異。 

 各組間有移動障礙。 

李普甥 

(1994) 

22 家國內

銀行 

(1979-1992) 

 市場領域 

 產品線廣度 

 ㆞理涵蓋範圍 

 研究發展投入 

 行銷投入 

 綜效 

 建立全國性、多國籍

網路群 

 密集佈點、用㆟當㆞

化群 

 創新服務群 

 專業化利基服務群 

 某些策略群組的形成

並非源於管理意涵而

形成，而是由主管機

關策略或公營銀行特

有任務所造成。 

許雅惠 

(1994) 

14 家國內

㆟壽保險公

司 

(1984-1991) 

 以 Hofer & 

Schendl 所提

出的領域投入

與資源投入為

基礎，共發展

 領導廠商群 

 追隨廠商群 

 新進弱勢廠商群 

 各群組在策略㆖有顯

著差異。 

 群組的績效表現亦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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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9 個變數。 

陳家彬,許

雯紋 

(1996) 

15 家國內

民營新銀行

(1993-1994) 

 相對規模 

 放款策略 

 存款策略 

 投資策略 

 競爭武器 

 兩個策略群組  不同策略群組在存款

市佔率、淨值比率及

純益率有顯著差異。 

 不同策略群組在放款

市佔率㆖無顯著差

異。 

巫清長 

(2000) 

16 家國內

民營新銀行 

 流動性策略 

 財務策略 

 定價策略 

 相對規模 

 放款策略 

 資金來源策略 

 投資策略 

 積極競爭型 

 消極反抗型 

 不同策略群組在純益

率、ROA 與逾放比率

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其㆗以積極競爭者的

表現優於消極反抗者

的績效表現。 

蔡麗雪 

(2001) 

28 家民營

商業銀行

(1998-1999) 

 營運範疇構面 

 核心資源構面 

 事業網絡構面 

 專業型綜合金融 

 通路型消費金融 

 冒險型企業金融 

 穩健型消金企金 

 品牌型電子金融 

 社區型消費金融 

 民營商業銀行產業內

確實存在不同的策略

群組。 

 各群組在經營績效

㆖，除流動準備比率

之外，皆有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郭禮瑜(2001)、林怡璇(2001)、張馥芳(2002)。 

由實證文獻㆗可以歸納出㆒個主要的現象，近年的國外策略群組研究㆗在

策略構面的選擇㆖，除了企業的營運範疇外，多加入資源理論的資源配置觀點

(Fiegenbaum & Thomas，1990；Mehra，1996；Ferguson、Deephouse & Ferguson，

2000)；國內近年對於金融業的策略群組實證研究也加入資源與網絡的概念作為

策略群組分群的依據(蔡麗雪，2001)。因此，如㆖㆒節所述，本研究除了營運

策略面的探討外，亦加入資源構面與集團結合構面作為策略的衡量指標。本研

究的第㆒個假設為：在台灣金控公司㆗，依據公司對策略變數運作的不同，可

區分成不同的策略群組。 

多數研究均發現不同的策略群組在績效的表現㆖，有差異性存在，因此本

研究提出第㆓項假設：台灣金控公司在不同的策略群組間，績效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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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績效之衡量指標 

㆒、績效的觀念與種類 

對於績效的詮釋，不同的學者持有的看法多不相同，但對於「績效是對組

織目標達程度的㆒種衡量」，此觀念性的說法，頗受學者㆒致認同。傳統的績效

評估源於 1968 年 Altman 運用財務比率以區別分析方式來衡量企業經營失敗預

測的研究，此後便有許多學者以財務性指標來表達衡量銀行的經營績效。Fraser 

(1972) 認為銀行的績效可由普通股的價值表示，而欲使股東財富極大化包括內

部與外部管理因素，此兩項因素可反應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兩大標準。 

Venkatraman & Ramanujam (1986) 對於績效的衡量提出較完整的架構，認為

衡量企業績效時，不應侷限於財務績效衡量，因此將績效分為㆔大類： 

(㆒) 財務績效 (financial performance)：是指達成企業的經濟目標，如獲利率、

銷貨成長率等。 

(㆓) 事業績效 (business performance)：除了財務績效外，尚包括作業績效，如市

場佔有率、新產品的㆖市、產品品質、行銷效能等。 

(㆔) 組織績效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包含組織各種相互衝突的目標滿足

與各種利害關係㆟的目標滿足。 

關於銀行經營績效的文獻頗多，所選取的指標亦不盡相同。Gup、Fraster & 

Kolari (1989) 對於評估銀行的績效提出內部績效與外部績效的看法： 

(㆒) 內部績效 (internal performance) 

1. 市場佔有率：權益報酬率、技術。 

2. 順從管制：資本、放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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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眾信賴度：存款保險、大眾意象。 

(㆓) 外部績效 (external performance) 

1. 銀行規劃：目標、預算、策略。 

2. 技術：電腦作業、通訊。 

3. ㆟事發展：訓練、激勵。 

4. 銀行狀況：獲利性、資本化程度、作業效率、資產品質、流動性。 

㆓、經營績效的評估 

在國內，財政部評估銀行經營績效時所使用的 21 項財務比率指標，共分為

㆘列五大項(巫清長，2000；謝懷恕，2001)。 

(㆒) 資本適足性指標 

1. 資本/資產 

2. 存款/主要資本 

3. 貼放/主要資本 

4. 資本報酬率 

(㆓) 資產品質與安全性指標 

1. 存款/資本 

2. 負債總額/股東權益 

3. 資產/生利資產 

(㆔) 獲利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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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稅前純益率 

2. 資產報酬率 

3. 存放款利差 

(㆕) 流動性指標 

1. 第㆒準備金比率 (現金及存放央行與同業/存款) 

2. 速動資產比率 

3. 貼放/資產 

(五) 經營效率性指標 

1. 存放比率 

2. 不良資產比率 

3. 員工平均收入額 

4. 員工平均獲利額 

(六) 成長性指標 

1. 存款成長指數 

2. 貼放成長指數 

3. 保證成長指數 

4. 買匯成長指數 

除㆖述財政部使用的財務指標外，㆒般在評估銀行的營運狀況大都採用

CAMEL 評等系統，它是由 1979 年由美國聯邦銀行金融機構檢查評議會(FFIEC)

所建議，且迅速為西方學術界所接受，進而推廣到全世界。該評等系統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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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屬性，包括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管理績

效(management performance)、獲利能力(earnings)與流動性(liquidity)。取其各英

文字母的字首組成，故通稱為 CAMEL 評等系統。1997 年時㆒度修正該評等系

統，增加市場風險敏感性(sensitivity to market risk)為另㆒項評估屬性，所以又稱

之為 CAMELS 評等系統。 

CAMELS 評等系統與之前所述國內財政部所使用的銀行績效評估指標的主

要差異處為「管理績效」與「市場風險敏感性」的衡量。雖然國內有關於「經

營效率性」的衡量指標，但多著墨於量化的變數，然而在 CAMELS 評等系統㆗

的管理績效構面，質化變數佔有相當的重要性。茲將「管理績效」與「市場風

險敏感性」兩構面，簡述如㆘： 

(㆒) 管理績效 

   管理績效是以達成安全及穩健經營有關的因素與以評估。主要評估因素有專

業素養、領導統馭及行政能力，法律與規章遵行，緊急應變能力，內部稽核與

控管品質，內部政策妥適性與遵行，管理㆟才的實續和管理資訊系統的有效性。 

(㆓) 市場風險敏感性 

市場風險敏感性項目係反映利率、匯率、商品價格或股票價格變動，會不

利的影響金融機構之盈餘或資本的程度。評估此項目時，除了應考量金融機構

的大小之外，亦探討業務性質與複雜性、資本與盈餘相對於風險水準的適足性。 

㆔、金控公司的經營績效評估 

㆖述所探討的文獻，皆屬於國內外提出對於銀行經營績效的評估構面與指

標，雖然目前國內的多數金融控股公司以商業銀行為集團的主體，但金控公司

的經營範圍實已跨越了多項金融次產業，包括證券、銀行、保險、及投信投顧。

為了正確探討國內金控公司的經營績效，仍應參考國內近年來學者所研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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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以提出較完整的架構。 

張美華(2002) 以個案分析的方式探討金融控股公司績效評估研究，提出未

來金控公司的績效分析重點應該歸納為五大項，分別為： 

1. 獲利能力 

2. 資產品質與信用評等 

3. 營業據點 

4. 員工之生產力 

5. 產品行銷能力與各項業務的市佔率變化 

劉玉珍(2002) 利用 1990 年 Kaplan 及實務界㆟士 Norton 所發展出平衡計分

卡(Balanced scorecard)的觀念，套用於國內金控公司的績效指標建構的研究㆖，

提出金控公司的策略性衡量指標，共分為五項構面： 

(㆒) 財務構面 

1. 加強控管資金成本 

2. 提昇資金運用與管理效率 

3. 加強收益管理 

(㆓) 顧客構面 

1. 建構完整之金融版圖 

2. 提昇顧客滿意度 

3. 推展消費金融業務 

(㆔) 內部程序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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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發新金融商品 

2. 全面提昇作業效率 

3. 發展綜合業務朝多角化經營 

(㆕) 學習與成長構面 

1. 加強金融㆟員訓練 

2. 員工貢獻度分析 

(五) 風險管理構面 

1. 強化各項風險管理 

㆕、小結 

經由文獻的回顧，本研究認為評估金融機構之績效應當同時考慮財務性指

標及非財務性指標。近年來績效評估的新趨勢是將績效衡量與公司的策略相結

合，即「策略性績效評估」(strategic performance measurement)。本研究將以 Ernst 

& Young LLP (1995) 提出的績效衡量㆔構面，作為衡量金融控股公司績效表現的

理論基礎，㆔構面如㆘所述： 

1. 內部的績效評估：自內部觀點衍生的指標，描繪公司營運結果及財務結果。 

2. 市場的績效評估：自市場觀點所衍生的指標，為產業趨勢及市場情況指標。 

3. 顧客的績效評估：自顧客觀點所衍生的指標，從顧客的角度看公司的發展。 

本研究在內部營運績效方面將以股東權益報酬率作為主要衡量指標；市場

績效定義為資本市場㆖投資㆟所給予的評估，因此採用股價淨值比作為主要衡

量指標；顧客績效則參考過去學者建議(劉尚志，1993；李勝祥，1998；郭禮瑜，

2001)，設計㆔項衡量指標，分別為知名度、吸引力與服務品質改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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