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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台灣金融產業概況 
 

  若就全世界來看，主要的國家如美國或日本在面對金融產業問題

時，其改革均朝向以金融控股公司方式，准許跨業經營來解決，其目

的即是希望有效擴大金融業的經濟規模並提昇獲利能力。而我國的金

融業自亞洲金融風暴開始，除受到外在環境的改變造成國內金融產業

情勢的惡化，許多根本結構的問題亦一一浮現；因此，為解決這樣的

問題，我國在民國 90年陸續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和「金融控股

公司法」，對於我國整體金融產業的發展造成根本上的改變。 

 

為能對後續所要做的研究分析有夠深入的了解，本章將就我國金

融產業截至民國 91年底的情況加以描述，並分別介紹國內目前各金

融控股公司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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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金融產業發展現況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世界各主要的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其

金融業大多朝向允許跨業經營發展。就我國而言，至民國 91年底，

政府共核准了十三家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請設立，另外第一金融控股公

司亦於民國 91年初通過了申設，在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中，

其成員包括了銀行、證券、壽險、產險、票券、證金、投信、投顧及

資產管理等行業；但就金控法規定及金控公司組成主要成份來看，可

區分為銀行、證券及保險等三大類為主，而金控產業的發展可知必然

與其個別子公司所屬行業緊密相關，故以下將就此三大類行業至 91

年底現況做一分析。 

 

一、銀行業概況 

（一） 市場現況分析 

1. 銀行規模及市場佔有率 

依據中央銀行有關銀行資料統計顯示，截至民國 91 年

底 ， 台 灣 整 體 銀 行 資 產 總 額 達 新 台幣 � 拾�兆玖佰柒拾 億 餘

元；若單以金控公司銀行子公司資產總額來看，以華南銀行的

壹兆參仟伍佰伍拾肆億餘最高，復華銀行的壹仟柒佰肆拾伍億

最低，整體金控銀行資產佔全體銀行的 33.11%，較民國 90年

底佔 32.36%稍有成長，若加計於民國 92年初成立金控公司的

第一商銀則達 39.29%；若以世界先進國家銀行產業結構，前

五大銀行市佔率超過 50%來比較，我國為目前約為 38.38%，

金控產業銀行部份仍有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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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銀行業務及市場情況 

若就金融體系資金提供的兩種方式來看，直接金融比重逐

年上升，由民國 80年的 10.41%提高至民國 91年底的 27.65%，

其規模則由 0.9 兆逐步擴增至 6.9 兆；相反的，以銀行做為中

介機構提供資金業務的間接金融比重則逐年下滑，由民國 80

年的 89.59%下降至 72.35%，但規模仍由民國 80年的 6.8兆逐

年擴增至民國 91年的 18兆。 

而就銀行所提供的業務來看，大致可區分為消費金融與企

業金融業務兩大類，其中消費金融業務佔銀行營業收入比重急

速上昇，包含傳統的房貸業務至近年流行的信用卡及現金卡均

成為銀行主要的收入來源。根據央行統計月報的資料，消費性

貸款金額由民國 81年的 1兆 5,288億至民國 91年增加為 4兆

2,814億，年複合成長率達 37.22%，其中以個人房貸佔八成以

上；而成長因素中，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亦佔有很大的一部

銀行別 91資產總額 90資產總額 銀行別 91資產總額 90資產總額 

臺灣銀行 2,324,6171 2,318,4451 玉山商業銀行       # 275,79819 266,73620

合作金庫銀行 1,885,5142 1,777,3642 富邦商業銀行       # 274,75820 264,79321

臺灣土地銀行 1,549,2073 1,519,3703 華僑商業銀行 265,92421 263,60822

第一商業銀行 1,365,8464 1,337,2264 中央信託局 * 246,52922 274,07119

華南商業銀行           # 1,355,4655 1,223,0025 臺中商業銀行 225,20023 223,71523

彰化商業銀行 1,217,8356 1,217,4056 大眾商業銀行 223,32624 204,64928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 969,7217 905,6678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 219,89425 204,77527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946,2248 926,4477 萬泰商業銀行 219,05326 196,3712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 848,9369 815,7739 中華商業銀行 212,96327 213,42225

台北銀行                   # 738,07910 666,56611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 204,36328 184,41634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    # 636,22211 698,36110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201,08829 195,68430

交通銀行       #592,40012 547,61612萬通商業銀行 191,64130 195,04131

中國農民銀行 512,53613 528,72413安泰商業銀行 188,92631 190,8143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 508,12514 296,13316國泰商業銀行           # 187,77632 155,47739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351,93115 352,67714高雄銀行 180,69033 210,04726

臺北國際商業銀行 344,09716 316,27415聯邦商業銀行 176,58734 185,44133

建華商業銀行          # 330,99817 278,86518復華商業銀行           # 174,54135 160,11937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318,86518 294,80017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本國銀行營運續效季報

註1：＃代表金控公司之銀行子公司
註2：第一銀行於92.1.2方成立金控公司故未列入

表2-1　銀行資產總額91與90年比較
 金額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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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餘額由民國 87 年底的 1,250 億擴增至 91 年底的 3,163

億，在四年的期間增加了 250%。 

  3.獲利情況及逾期放款問題 

     自開放新銀行加入市場後，本國銀行家數迅速擴充，造成

市場過度飽和，加上國內銀行過去皆以傳統存放業務為主，同

質性過高，為爭取業務而淪入價格競爭使銀行利差不斷降低；

而近年更由於景氣循環問題，使得銀行資產品質不斷惡化、逾

放比率迅速上昇，據央行統計數字顯示，本國銀行逾放比率由

民國 79 年底的 0.93%大幅攀升至民國 91 年 3 月最高峰的

11.74%，而到了民國 91年底則尚有 8.85%。這都使得銀行獲

利更加不易，根據本國銀行營運績效季報，本國銀行之 ROE

從民國 86 年的 11.37%逐年下降，到民國 91 年甚而成為

-5.11%，而 ROA 亦從民國 86 年的 0.87%跌至民國 91 年的

-0.49%。 

 

（二） 未來發展趨勢 

     在傳統商業銀行的存放業務因面臨競爭激烈，使得利差收

入逐漸下降的同時，尋找銀行未來的利基業務成為當前銀行業

的重要課題。 

     而如前面所提，近年來直接金融愈見盛行，企業客戶對銀

行資金之依賴日漸降低，銀行是否能協助企業自貨幣市場和資

本市場募集資金，並提供企業進行如資本規劃及其他一系列有

關 外 匯 、 投 資 、 避 險 及 購 併 等 諮 詢服 務，以�取可觀、固定的

手續費收入，而非傳統的利差收入，是未來銀行的重要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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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達到減少對傳統存放款業務的比重及調整銀行獲利結構雙

重目的。另一個銀行可發展的重點即是消費金融業務，它有別

於傳統個人房貸業務，而是著重在信用卡及現金卡業務方面，

藉由金控的架構，除傳統的存、放款外它可結合包括證券、債

券、保險、信託各項業務，為客戶提供量身訂做的服務，進而

發展私人銀行業務。 

     我們亦可從國外的金控發展的情況略見端倪，根據美國銀

行業 2002 年業績回顧，整體銀行銷售保險業績成長了

26.95%，約 17.9億美元，超過 2001年同期的 14億美金，而

且占銀行投資型商品收入 47.5億中的 37.7%，故重要性可見一

番。而且銀行更深刻的了解到，經營保險業務的核心價值，除

了「賺取高利潤的交易項目」外，更有「藉此與客戶建立長久

關係」的長遠目的。 

     事實上，就國外金控公司發展的歷程來看，銀行皆扮演了

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可成為金控公司內其他成員的銷

售平台，更可提供後續、方便的服務；但銀行除了自身的角色

轉變外，消費者對於銀行的要求亦在改變，如何能抓著消費者

需求，有效區隔消費者市場，則是銀行業的另一重大課題。 

 

二、證券業概況 

（一） 市場現況分析 

     依證券交易法對證券業的定義可知證券商分為三類，即證

券承銷商、證券自營商、證券經紀商。在本研究中，擬依據最

新金控公司監理分類原則將證券金融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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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期貨公司等納入證券業

範圍。 

     由銀行業概況分析可知，我國直接金融比例不斷上升，證

券商業務大幅上升，不論是經紀業務的手續費收入、或者因時

機良好而大幅增加的承銷業務，再加上自營部份因整體股市趨

勢也獲益良多；但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內外景氣下

降、股價因而受挫，經紀收入明顯減少，連帶的自營及承銷業

務績效亦不佳，且自民國 89年 7月起手續費自由化的措施，

使得券商在經紀業務手續費部份陷入激烈的價格競爭，獲利情

況大幅惡化，進而引發了前一波證券商間的合併風潮，如元大

及京華的同業合併。 

 

（二） 未來發展趨勢 

     透過前一波的證券商合併，使得各大型綜合券商的市場占

有率已逐漸趨於穩定，若要想再有更大的成長空間，惟有朝增

加資本額、發展新種業務等方面著手，而加入金控或成立金控

公司則是一個新的思考方向，（表 2-2）我們可從至今證券市場

占有率前 10名的綜合券商中有一半均為金控公司之子公司即

可見端倪，而寶來證券則是此波金融整合中受影響最大的，其

市占率由民國 90年底的第三名，掉到 92年第一季的第七名。 

     由於就金控公司本身的定義來看，其可運用及從事的業務

範圍較豐富；例如在經紀業務方面，因為其營運據點可隨金控

公司其他子公司的據點而擴展，對於擴張市場佔有率上有一定

幫助，惟合處辦公在經營成本的控制方面仍極為重要。其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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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銷及自營業務方面，由於國內目前企業逐漸朝向國際發展，

因此對於承銷券商資本額的要求上亦較高，可和金控公司收到

相輔相承之效，且我國因金融自由化的原故，使得可操作投資

及理財工具更多，除可使自營方面更加靈活外，亦可協助企業

能有更大的理財彈性。 

 

     而在券商朝大型化及多元化業務發展後，必然亦要往海外

設立據點，這時若能合併或加入巳有海外據點的金控，則可加

快跨入國際市場，與全球性的證券商共同競爭。 

 

三、保險業概況 

  我國的商業保險行為可區分為人壽保險及產物保險兩大類，以下

將就這兩類加以分析。 

（一） 市場現況分析 

單位:%

市占率 排名 市占率 排名 市占率 排名

元大京華 8.971 8.93 1 7.61 1

富邦 6.2 2 6.61 2 7.3 2

建華 5.133 5.37 3 3.72 7

中信 4.584 3.73 10 3.11 11

日盛 4.575 4.45 5 4.09 4

台證 4.576 4.07 6 3.56 9

寶來 4.487 4.54 4 4.34 3

復華 3.698 3.72 11 3.51 10

元富 3.699 3.87 8 3.99 5

群益 3.6210 3.92 7 3.62 8

統一 3.5811 3.84 9 3.85 6

資料來源:整理自今週刊，332期-證券三雄的未來。

表2-2　證券商經紀業務排名消長

92/4/24 91年底 9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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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的保險市場來看，截至民國 92 年 4 月底，人身保

險業即壽險部份，共有 28家，其中本國公司有 19家，外國在

台分公司有 9家，其中南山、保誠及統一安聯人壽保險公司有

一半股權為國外的保險公司持有；而產險部份，則有本國公司

17家，外國在台分公司 5家，共 22家。 

整體壽險業資產在民國 90 年 底 已 達 �兆 玖 仟 肆 佰肆 拾壹

億 元 ， 而 產 險 業 資 產亦達� 仟 � 佰肆拾捌億元，合計占整體金

融機構資產比率為 12.25%。根據保險發展中心統計資料顯示，

我國於民國 90年時保險業整體保險收入達 8,197億元（見表），

其中壽險佔 7,289億元，而產險則為 908億元，自民國 81年

至 90年總保費收入成長了 3.68倍。 

 

 

保險總收

入成長率

1992 1,981530   3.742,511 18.22

1993 2,324600   3.872,924 16.45

1994 2,773685   3.993,458 16.89

1995 3,102749   4.143,851 12.67

1996 3,584730   4.914,314 12.02

1997 4,226727   5.814,953 14.81

1998 4,892759   6.455,651 14.09

1999 5,581852   6.556,433 13.84

2000 6,263878   7.137,141 11.01

2001 7,289908   8.038,197 14.79

表2-3　壽險及產險收入比較及成長概況
單位：億元

壽險收入 產險收入 壽險/產

險收入比
保險總收入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資訊/市場

                  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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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產險部份，前五大產險公司依序為富邦、明台、新光、

中央及泰安，前五大公司占整體產物保險收入比例達 48.02%，

而第一名的富邦產險保費收入為第五名的泰安產險保費收入

的 3.58倍，顯示在產險具有一定程定的市場集中比率。壽險部

份，在民國 90 年無論是新增契約及有效契約總額，均以國泰

人壽排名第一，而以新契約來看，依序則為新光、南山、國華

與保誠；若以有效契約總額則為南山、國華、新光、安泰。在

市場佔有率上，前五大公司合計達 87.15%，顯示在壽險業較產

險更為高度集中狀況，而第一名的國泰人壽其保費收入更為第

五名國華人壽的 6.7倍，差距較產險業的情況更為明顯。 

 

(二） 未來發展趨勢 

 1.壽險業部份  

無論在壽險或產險業目前均面臨了不同程度的挑戰，舉例來 

說，傳統的壽險業大多為定額給付型保單，保險公司依約定利率

及紅利給付保險金額予保戶，過去保險公司收取保費後，受限於

項目 單位 19971998199920002001
經濟成長率 % 6.684.575.425.98-1.91

國民生產毛額GNP 億元 84,174    90,066    93,758    98,203    97,397    

全體金融機構資產總額 億元 196,702  214,323  230,353  24,386    258,682  
財產保險業資產 億元 1,671      1,799      2,040      2,122      2,248      

人身保險業資產 億元 15,814    18,577    21,711    25,318    29,441    

保險業資產占全體金融機構資產比率 % 8.869.4910.3111.2312.25
保費收入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 % 5.886.276.867.278.42

財產保險市場集中比率 % 52.150.2147.6247.548.02

人身保險市場集中比率 % 82.7680.4978.4678.4987.15

表2-4　保險業重要指標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資訊/市場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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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規對資金運用的限制，主要投資項目為銀行定存及抵押放

款，但近年來國內、外利率不斷走低，早期販售的保單預定利率

較現行市場定存利率高出許多，使得人壽保險公司均面臨提存鉅

額準備的壓力，加上整體金融環境不佳，使得壽險公司投資於其

他投資工具如股票等獲利愈來愈不容易。 

 

由表 2-5可知，我國人壽保險業在過去 15年為快速成長的

狀況，但近年已逐漸緩和，就和美國及日本的數字來看，在投保

率方面，雖與日本的數字仍有極大差距，但和美國於 1999年時

之數字卻已十分接近；另外在普及率上，於 2001年之數字亦已

高於美國的 161.59%，故可預見的其未來成長亦相對不易。政府

主管機關雖為預防國內壽險公司因利率風險而倒閉的情況，早已

於 90年 6月放寬了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制，但若保險公司仍

偏重於銷售過去的傳統商品無法有所創新，則可預見的仍將面臨

困境，如遠雄人壽、興農人壽的情況。        

而何種商品是未來壽險公司的銷售方向呢？我們可從近年

人身保險新契約銷售類件數統計略見端倪。就表 2-6 可見，自

台灣 日本 美國 台灣 日本 美國

1985  13.32288.60161.63 59.22 339.37 173.69
1990  31.96394.56154.76 108.12 464.32 170.01
1995  61.81568.33140.58 167.14 520.99 158.05
1999108.67600.52134.68 235.29 436.67 167.19
2000121.41－ － 246.64 － 161.59
2001135.40－ － 260.69 － －

表2-5　我國與美國、日本在投保率、普及率比較

資料來源:92.4.25壽險公會網站之壽險簡訊

投保率(%) 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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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起健康險的比例不斷上昇，這可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一是

和國人隨所得增加有關，另一則是現今社會環境的問題，使得投

保人對於保障的定義由過去的死後保障轉變為生前保障的行

為，且健康險為費用型保險，相對壽險的資金壓力亦較小，對於

保險公司而言，是仍應持續加強的方向。還有就是隨國人所隨所

得增加而沿申出的投資需求，可兼具保險與投資功的投資型商

品，勢將成為未來主要的壽險產品。 

 

 

最後則是隨著我國的人口老化而步入高齡化社會，若就美國

的經驗來看，其利用年金保險來解決，如退休養老、長期看護、

老人疾病醫療等問題，因而佔了整體壽險市場的一半，我國截至

2001年則僅有 0.02%。這或許亦是未來壽險市場生機之所在。 

 2.產險業部份： 

    我國近年已通過許多有利產險業發展的相關規定，如汽、機

車的強制責任險、住宅保險及地震保險等(由表 2-7可看出我國產

險業在保險收入比重上的改變)，並且放寬了過去產險業經營傷

害險及健康險的限制，由目前附加契約型態改為主契約型態，可

年度 19971998199920002001

險別 占率% 占率% 占率% 占率% 占率%

人壽保險 9.9214.2311.3913.4813.37
傷害保險 64.654.3948.1148.9543.26

健康保險 25.4731.3840.4937.5843.35

年金保險 0 0 0 0.02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表2-6　人身保險業新契約件數統計
(單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92.4.25壽險公會網站之壽險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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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保險人不受傳統需先有其他主契約方可加保限制，而提高投

保率。 

 

另外，我國產險業由於規模相對較小，使得在面臨國外大型

產險公司的挑戰時，可能沒有足夠的競爭能力，因而財政部亦積

極鼓勵產險業間的合併，除可擴大資本規模外，亦可由不同專長

的同業合併達到範疇及規模經濟的效果。還有在通路方面，因為

許多的新種產險商品，已逐漸變成消費型商品，為能提供客戶更

便利的購買方式，除加入金控公司利用金控其他成員通路銷售

外，和異業（如統一 7-Eleven）進行策略聯盟亦是一個全新趨勢。 

 

20012000199919981997

火災保險 21.75 19 17.3319.6123.15

海上保險 7.377.276.898.759.35

汽車保險 52.0257.6559.9755.2253.57
航空保險 2.632.072.972.892.01

其他財產及責任保險 16.2314.0112.8513.5311.92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表2-7　產物保險業各險種保費收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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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金控公司現況介紹 

 

  國內金控公司自民國 90年 11月 28日，由財政部宣佈首批通過

金控公司設立申請至今共有十四家，而各家金控公司除原先加入的子

公司外，莫不努力的尋找更佳的夥伴，以打造最佳組合。 

   然而是否成立金控公司就成為獲利最佳保障？根據天下雜誌對

國內民國 91金融業的調查發現，去年為國內近五年首次出現整體金

融業虧損的情況，總金額達到三一四．八億元；即使是金控公司亦無

法避免，如華南金控子公司華南銀行因為大幅打銷銀行呆帳而使華南

金控全年虧損達二六七億元，另外新光人壽因預定利率下滑，必須提

存鉅額的責任準備而使新光金控產生虧損一四０．九億，還有其他如

國票金控、復華金控亦有類似虧損情況。 

  而金控公司要如何的經營及擬定策略，充份利用跨業經營優勢以

充份發揮資產效益，提高市場競爭力及獲利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目

標；另外金控和金控間，未來勢必有將出現合併的情況，而誰有能力

併購其他金控公司？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能於未來持續賺錢的才有

能力，這也就是本研究一開始的動機之一。 

 

以下將簡要的介紹各家金控公司的現況及特質： 

 

一、 華南金控 

該金控為以華南商業銀行為主體，於民國 90年 12月 19日時結

合永昌綜合證券設立，而後再併入中央票券金融公司；另外，由於永

昌期貨及永昌投顧為永昌證券轉投資，且持股均達 99%以上，故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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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控之孫公司；在民國 92年 3月，金控通過併入華南產物保險及

永昌投信，使得該金控公司於金融版圖上日趨完整。 

目前該金控公司主要收入仍以子公司華南銀行為主，約占 90%，

惟受銀行子公司於 91年大幅打消呆帳 520億元的影響，而使金控於

91年虧損達 267.1億。但在行銷通路的整合上，則已略見端倪，銀行

與證券商通路共同行銷處所已達 33處之多，且在併入華南產物及永

昌投信後，預期未來三年內將可使金控在收入上更多源化，且透過聯

合行銷達到節省成本及發揮預期的綜效。 

 

二、 富邦金控 

該金控之前身為富邦金融集團，成立初期旗下成員初期有富邦產 

險、富邦證券、富邦銀行及富邦人壽，之後又納入原集團成員的富邦

投信，成為金融版圖最齊全的金控公司之一；而後為了加強在銀行業

務的競爭力，併入了取得彩券發行業務的台北銀行，使得富邦金控更

是如虎添翼。 

  此外，富邦金控因與花旗集團進行策略聯盟，藉由花旗於金控整

合之經驗，加速富邦於金控的經營管理、行銷通路設計、新金融商品

開發及國際業務的拓展上，均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就合併後的成效來看，富邦金控整體獲利達到 94億，而各子

公司中，富邦產險仍位居產業龍頭地位；在銀行子公司部份，富邦及

台北銀行在企金及消金業務整合上已分別著手積極進行，例如目前台

北銀行已全面銷售富邦金控其他子公司的消費性產品，如富邦投信的

各式基金，因此銷售規模也擴增不少，整體潛力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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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泰金控 

和富邦金控有類似的集團色彩，國泰金控成立初期成員為國泰 

人壽、東泰產物及匯通銀行均是霖園集團內之集團成員；原先擬併入

群益證券以補強該金控於證券業務方面之弱勢，但因換股比率問題而

未達成協議；由於該金控為以壽險主體之金控公司，於商業銀行業務

方面，原先成員匯通銀行並非業界主要領導公司，因此積極爭取世華

銀行加入該金控公司，期以該銀行於優質之資產品質及經營管理，來

帶動國泰銀行(即原先之匯通銀行)全面的成長。 

  就金控元年的成績來看，國泰金控稅後純益達 130億餘，為十四

家金控中獲利最佳者，且國泰人壽為國內單一金融機構資產最大者，

若能利用世華銀行與證券業之良好關係，併入體質佳之證券公司，則

於新年度將更有表現。 

 

四、 開發金控 

該金控為以中華開發工銀為主體之金控公司，其他成員尚有大 

華證券、菁英證券。與其他金控公司較不同之特色為，該金控成員開

發工銀本身以從事投資銀行業務見長，加上大華證券及菁英證券之業

務通路，使得該金控於投資、理財性活動上形成完整佈局。惟該開發

工銀受限於銀行法規定，無法提供往來企業短期授信，因而失去些許

業務，故該金控一直朝併入體質良好的商業銀行或其他以商業銀行為

主體之金控公司而努力。 

  於金控元年，該公司主要收益來源為旗下之開發工銀，雖受景氣

影響使得投資收益減少，但仍於十四家金控公司中名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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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玉山金控 

該金控均為原玉山集團之成員組成，即玉山銀行、玉山票金及 

玉山綜合證券，另因轉投資，與集團其他成員如玉山租賃、玉山保代

等關係密切。該金控之主要發展利基為子公司-玉山銀行，該銀行於

業界向以形象清新著稱，且資產品質頗佳，且該金控成員大多出身自

玉山銀行，在溝通上較無困難，若能在資源整合上發揮預期成效，則

於未來發展十分可期。 

  因旗下子公司玉山銀行，打消呆帳之故，該金控公司於金控元年

稅後純益虧損達 31億。 

 

六、 復華金控 

在財政部以業務做為金檢金控公司的分類中，將復華金控列為 

由證期會金檢之金控公司，代表著復華金控為以證券公司為主體之金

控公司。該金控成員有復華證金、復華綜合證券及復華商銀(即原亞

太銀行)；因子公司復華證金另有轉投資於復華期貨、復華投顧、復

華投信等，整體證券事業版圖完整；原先亦欲納入幸福人壽，後改以

策略聯盟方式跨足保險市場。 

  在經營成效上，復華投顧於受託代操政府基金成效傑出，預期可

帶 動 復 華 金 控 其 他 成 員 因 此 獲 取 週 �利 益；並相信以復華金控可提供

客戶於證金商品的完整服務來看，未來表現應有更上層樓的機會。 

 

七、 兆豐金控 

該金控公司原名交銀金控，初期以交通銀行與國際綜合證券合組

而成；其後又併入中興票券及倍利證券，並於稍後再併入中國國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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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及中國產物保險，更名為兆豐金控，總資產達一兆陸仟億餘為國內

資產第二大金控公司。 

  該金控公司中成員各具特色及專長，交通銀行深耕投資及工業銀

行業務，在企業金融上配合政府政策發展，亦於市場占有一定地位；

中國商銀為國內外匯及海外業務之翹楚，在國內聯貸業務市場居領導

地位；而倍利證券及國際證券目前已整合為倍利國際證券，整合進度

良好，於 91年在 IPO業務上，為業界第一名，其經紀業務量亦達第

13名，若能再整合銀行的通路則可預見會有更佳表現；另外還有中

興票券及中國產險，中興票券本為國內三家老票券商之一，獲利一向

穩定。 

  原則上，該金控雖是民營金控公司，但除倍利及國際證券外，其

公股色彩濃厚，可視為政府於金融產業之指標；並由於其資產規模及

獲利能力亦佳，加上金融版圖完整，故在前幾大以民營集團為主的金

控公司中，其表現倍受矚目。 

 

八、 台新金控 

台新金控與其他金控有一最大不同之處，即是在於合併前，其 

金控成員中之台新銀行與大安銀行已先進行合併，並以台新銀行做為

存續銀行，充份整合台新銀行於消金業務及大安銀行於新種企金業務

專長；後又納入同集團中之關係企業的台證證券及台新票金。 

  台新金控於金控元年表現頗佳，稅後盈餘達 47億，但較偏重於

消金業務，其信用卡發卡量為國內第二大；另外個人房貸業務亦表現

頗佳，而在金融事業廣度中，該金控目前尚無保險業務，由於和新光

金控關係密切，極可能於未來合併以壯大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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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新光金控 

該金控公司以新光人壽為主體公司，搭配原力世證券合組而成， 

而力世證券於合併前，為能擴大資本、提高風險承受能力，故先行合

併了台灣證券，而後改名為新壽綜合證券。 

  根據該金控公司的發展策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即是以新光人

壽及新壽證券為主，第二階段則是補足於銀行及投信、投顧等之業務

缺口，最後則是進行策略聯盟的動作；由於受到保險預定利率調降的

影響，使得新光金控大幅提列責任準備金金額，而致該金控子公司新

光人壽於 91年呈現虧損現象，另因較佳合併或結盟對象大多已談

妥，故新光金控最新的方向為和關係企業台新金控合併，惟換股問題

仍未議定，近期仍僅能將重心放在壽險及投資銀行業務發展。 

 

十、 國票金控 

該金控由國際票券為主體於民國91年3月26日與協和、大東兩

家證券公司共同以股份轉換方式設立，目前為國內唯一由票券業者轉

換設立成立的金控公司。後為擴大於證券市場之佔有率與經營規模、

降低營運成本、提昇經營效率，將該金控旗下之三家證券公司合併成

立國票綜合證券。 

在發展定位上，國票金控主要發展投資銀行業務為主，故可見其

將資源集中在票券、證券、投信、投顧等相關事業；但為提供客戶於

間接金融的需求，擬於未來併入體質較佳之中型銀行，以建立完整的

金融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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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華金控 

  該金控由華信商業銀行與建弘證券加上原屬華信銀行轉投資的

金華信證券合組而成，於初期透過建弘證券及金華信證券的合併，己

有初步的成效，目前在證券經紀業務上排名第三；建華金控在海外佈

局上亦多有著墨，透過子公司華信銀行及建華證券於海外的轉投資，

分別在美國、北京、上海、東京及香港均有營業據點；在保險部份，

建華金控透過成立保代公司，以能全方位服務客戶於這方面的需求。 

  建華金控於金控元年可謂表現傑出，相較於其他更大規模之金控

公司，無論於資產報酬率或股東權益報酬率上均名列前茅；在發展策

略上，第一步驟為成為國內最佳資產管理銀行，再結合建華證券的經

驗成為最佳之投資銀行。 

 

十二、中信金控 

  中信金控和富邦、國泰金控一樣具濃厚之家族式色彩，其以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為主體，其他子公司成員有中信銀證券及中信保險經紀

人公司；其他集團內成員如中信票券、中信證券及中國人壽，目前均

尚未有併入金控之計劃。 

  該金控公司目前之主要獲利來源中信託商銀，為業界之翹楚，無

論於消金、企金業務均有傑出表現，且對於新產品及新技術的導入更

為先趨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消金業務上的信用卡業務，整體發卡

量已持續第一名數年。整體來看，中信金控因有極佳的消金通路，加

上新延攬的企金人才，在下波金控公司合併競爭中，已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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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盛金控 

  日盛金控為十四家金控公司中，惟一一家於櫃買中心掛牌之金控

公司，其以日盛銀行（原寶島銀行）及日盛證券組成，另有其他集團

成員如日盛投信、日盛投顧等尚未考慮併入金控體系內；其資本規模

僅達 219.48億，為第二小之金控公司。 

 

十四、第一金控 

  該金控公司雖於第一波取得設立許可的名單之列，但因部份因素

延至民國 92年 1月方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金控公司，故未列入本研

究範圍，僅簡單介紹現況。 

和華南金控相同，第一金控具有濃厚的公營色彩，其子公司成員

共有第一銀行、一銀租賃、第一保代、第一富蘭克林投信及美國第一

銀行。整體而言，第一金控於事業版圖上，仍較偏向銀行業務，面對

未來競爭型態可能，可能需再補強其他業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