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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個案分析 
 

2001 年政府大力推動金融改革，其中重點之一即為財政部為發揮金融

機構綜合經營效益，強化金融跨業經營之合併監理及促進金融市場健全發

展而主導之金融控股公司法，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施行，啟動

了台灣金融改革的腳步。個案公司富邦金控拔得頭籌，率先獲得核准成立，

並宣示要滿足社會大眾需求，提供金融全產品專業服務，為國內金融發展

及競爭態勢掀起新的一頁。 

本章第一節先介紹個案公司整合前經營現況；第二節介紹個案公司整

合動機；第三節介紹個案公司整合流程規劃；最後一節討論併購後的經營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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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案公司整合前經營現況分析 

 

1991 年 11 月 5 日，富邦集團創始人蔡萬才，正式將 30 年前蔡家第一

個以「國泰」命名的企業──國泰產物保險，更名為富邦產物保險。之後

10 年，在蔡萬才與兩個兒子蔡明忠、蔡明興的積極衝刺下，富邦金融版圖

一路擴張，從證券、銀行、投信，延伸到人壽保險。10 年後，2001 年 12

月 19 日，富邦金控正式在台灣股市掛牌，是新銀行中最早掛牌的金融控股

公司。這時的富邦集團，旗下已有 16 家關係企業，總資本額達 815 億元，

淨值超過 1170 億台幣，在亞洲有超過 200 個據點，台灣有超過 660 萬客

戶群。富邦算不上是台灣最大的金融集團，但它與眾不同的是，2000 年 5

月花旗集團入股，以美金 8.1 億（約新台幣 270 億）取得富邦銀行、證券、

人壽、產險與投信各 15%股權，創下國內至今最大的外資法人投資金融業

的紀錄。 

 

一、 富邦銀行 

 

（一）公司簡介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1 年 8 月 1 日取得商業銀行

設立許可，並於 1992 年 4 月 20 日開始營業，主要業務為銀行法所

規定商業銀行得以經營之業務，並於 1998 年 10 月 1 日起於台灣證

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其次，富邦銀行也於 2001 年 7 月，依據專業分

工的原則，完成組織改造的重大變革，將原有部室調整為金融服務、

企業金融、個人金融以及行政管理等四大版塊，以及信用卡、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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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務等三小版塊。這不但讓產品和通路明確劃分，也可以依客戶

需求提供更滿意的服務。 

為了邁向國際化，富邦集團與花旗集團在 2000 年建立策略聯盟

夥伴關係。花旗銀行企業金融部門已經在 2002 年初遷入富邦金融大

樓，並與花旗銀行共同規劃設置外匯作業中心，這不但將發揮節省

後台作業成本的效益，也具有雙方聯盟關係日益緊密的指標性意

義。雖然 2001 經歷全球景氣低迷的嚴厲考驗，但在積極清理不良債

權，大幅打銷 35 億元呆帳的情況下，富邦銀行獲利仍能持續成長。

2001 年度的稅前盈餘較前一年度成長 22%，達到 30 億元，位居所

有新銀行之冠，經歷過去三年台灣經濟的鉅大變化，富邦銀行依然

交出稅前淨利每年平均成長 35%的亮麗成績單，並且持續進行各項

改革工作。 

 

（二）營業比重： 

        如表 4-1 所示富邦銀行的營業收入大部分來自於利息收入，但

已有  逐年將低之趨勢。 

                     表 4-1 富邦商業銀行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千元 

2001年 2000年 
項目 

金額 ％ 金額 ％ 
利息收入 ＄13,774,516 68 ＄13,265,725 73 
買賣票券利益 
（淨額） 4,056,495 20 1,663,447 15 

手續費收入 1,664,592 8 2,716,987 9 
其他營業收入 775,302 4 581,695 3 
合計 ＄20,270,905 100 ＄18,227,8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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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未來供需狀況 

國內由於銀行家數過多，市場已呈現過度競爭局面，再加上 2001 年

及 2002 年景氣持續低迷，全體銀行放款業務亦呈現衰退現象，放款業務

供給面大於需求面，利率走滑。但預期 2003 年景氣將自谷底復甦，整體

放款市場將恢復成長，屆時供需將逐漸平衡，預期利率將走穩。另外金融

控股公司法等金融法令通過，將加速國內金融業購併和整合，有利於銀行

產業透過交叉行銷，創造新產品，以刺激市場需求意願。 

 

二、 富邦證券 

  

（一）公司簡介 

富邦證券成立於 1988 年，並於 1995 年正式上櫃。為因應我國

加入 WTO 之據烈競爭，並追求大型化之經營規模及效率，提升競

爭實力，富邦證券與環球、中日、金山、華信、世霖及快樂等六家

券商於 2000 年 2 月宣佈合併。合併前富邦證券之資本額為 104.64

億元，淨值為 161.59 億元，與六家券商合併後，資本額將提高到

168.09 億元，淨值將提高到 269.48 億元，成為國內規模第二大的綜

合券商。透過這此合併，不但可以藉由區域互補性達成通路擴展以

提高經紀市佔率，並可提高每股盈餘。 

2001 年與花旗集團策略聯盟，花旗集團透過現金增資方式取

得，該投資富邦集團總額高達新台幣 230 億元，富邦證券資本額一

舉突破 200 億元門檻。以富邦證券在台灣享有的優越聲譽及市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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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結合花旗在亞洲區域和全球的形象以及專業產品和技術能

力，此次的聯盟使得雙方在台灣和亞洲的金融服務業更具競爭優勢。  

由於台灣加入 WTO 在即，國內金融機構將面臨國際競爭，因

此富邦證券已把公司定位在「區域型的領導投資銀行」，並朝向「全

亞洲投資銀行金質品牌」的願景邁進。並以業務均衡發展，實體與

虛擬並重為主要發展策略。未來，富邦證券擬建構國內 100 個據點，

國外 10 個據點，並建構金融百貨化之電子商務業務，形成強大的虛

擬通路網；同時，經紀業務市占率目標訂為 10%，承銷業務主辦市

占率 15%，主辦輔導優質上市櫃公司 100 家，認購權證發行量市占

率 20%，債券業務市占率 6%，並爭取成為新金融商品研發之領導

者，公司之市值規模、各項業務規模及獲利規模均居業界前三大。  

 

（二）業務內容 

1.經紀業務  

1998 年經紀業務市占率為 2.5%，排名第九，經過七合一合併

案後，2001 年市場占有率更提昇至 6.56%；單點市場占有率達萬分

之十一，經營績效居同業第四名。未來經紀業務發展方向，將以新

設據點或合併、購併優質券商來擴增據點，以期能更強化其行銷通

路。  

 

2.承銷業務  

  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的統計顯示，1999 年各大

證券承銷商申報輔導案件中，以富邦證券的案件數居首，合計上市

案 24 件及上櫃案 26 件。未來承銷業務將積極發展財務顧問、可轉



 

 61

換債分拆、釋股私募、新金融商品等投資銀行業務，促進產品多元

化；並在確定包銷制度下，積極爭取上市櫃公司理財主協辦案件。  

 

3.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展，是世界金融市場大勢所趨，在傳統市

場日漸飽和，利潤微薄的情況下，券商的競爭力，將表現於新產品

的開發上。富邦證券於 1999 年 7 月初以來，已發行廿二支認購權證，

均有不錯的投資報酬率。未來將持續發行認購權證，為投資大眾提

供套利避險的投資組合，並提供更多元化投資管道，創造公司及客

戶的雙贏契機。  

 

4.證券國際業務 

  在國際業務方面，除了固有的 QFII 經紀業務外，富邦證券在承

攬國際籌資業務上，已獲相當績效。同時，富邦證券以大中華經濟

圈的市場作為起點，透過香港子公司業務，結合團結力量，積極開

拓香港、大陸以及整個華人圈市場。目前其香港子公司已可承作經

紀、自營、承銷、國際、基金、顧問等各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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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總額比重 

  富邦證券大部分營業收入來自於經紀部門，但已有逐年降低趨勢。 

表 4-2 富邦證券最近兩年度營業收入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2000年 % 2001年 % 

經紀部門 ＄4,366,292 59.15 ＄4,426,051 56.04 

自營部門 1,470,584 19.92 868,494 11.00 

承銷部門 606,005 8.21 662,519 8.39 

債券部門 891,571 12.08 1,887,611 23.90 

股務代理部門 47,501 0.64 52,782 0.67 

營業收入總數 ＄7,381,953 100.00 ＄7,897,457 100.00 

        

（三）市場未來供需方向 

 

為了因應加入WTO的新局勢，台灣證券業界持續進行併購行

動，使得全國券商總公司數由1999年的193家、2000年的169家，降

到2001年的158家，惟同業競爭形勢仍然緊繃，預估各主要券商陸續

加入金融控股公司之後，券商家數仍將繼續減少。2002年主管機關

開放券商承作未上市的興櫃股票、台指期貨選擇權、可轉債資產交

換（CB Asset Swap）、利率交換（IRS），2003年之內還將有個股

選擇權等新商品的推出。預估，在商品百貨化及收入多元化之後，

證券商將可結合金控進行差異化的行銷及高附加價值的服務，以提

升自身的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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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富邦產險 

 

（一）公司簡介 

富邦產物保險是富邦集團中歷史最悠久、也是台灣第一家民營

產物保險。自從 1982 年業績躍上同業之冠後，已連續十八年蟬聯市

場龍頭寶座，1996 年起，市場佔有率更突破百分之二十。鑑於產險

市場動輒兩位數成長的時代已經過去，隨著保險市場自由化與汽車

保險業務萎縮等情勢變化，富邦產物保險除推動一連串創新服務以

爭取客源外，更積極爭取大型承保個案。例如，1997 年成立東南亞

第一座消防試驗室、主動為客戶提供消防安全訓練，延長車險現場

理賠服務時間，廣設國外服務據點、提供跨國性服務。富邦產物保

險於 1998 年 4 月 16 日發行 GDR，並於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為台灣第一家、亞洲第二家在海外發行 GDR 的金融機構。值此金融

風暴侵襲之際，能夠獲得全球法人機構熱烈回應、積極參與認購，

正凸顯出『富邦』優異的體質及良好的債信，不僅大幅提升『富邦』

在國際金融機構的知名度，亦為全面開放外資作好充分的準備。同

時為落實公司國際化目標，配合企業界的海外投資，富邦產物保險

領先同業，陸續於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設置

辦事處，適時提供各企業海外投資最佳的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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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0、2001 年度營業收入總額比重 

項目/時間 2000年 2001年 

火險   15.65％   27.09％ 

水險 5.85 3.67 

車險 29.03 42.31 

漁船險 1.82 1.25 

船體險 0.66 0.52 

航空險 -0.36 0.84 

新種險 32.05 13.42 
其他營業收入 15.30 10.90 

合計   100.00％   100.00％ 

 

 

（三）市場未來供需方向 

 

 近年來受 911 恐怖事件、接二連三的颱風洪水及 331 地震之影

響，再保成本上揚，且立法院已通過之「傷害險」、「住宅地震險」

使產險公司之經營範圍擴大，產物保險業因而將漸漸復甦。國內產

險公司截至 2001 年底止，計有 17 家本國公司及 8 家外商公司，已

有 2 家外商保險公司退出市場，但因所佔市場比重不大，並不影響

供給面。而保險需求係隨著經濟成長與所得水準之提昇而增加，國

內財產保險之保險滲透度約在 0.9%，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仍屬偏

低，故仍有成長空間。且產險公司的營業範圍將因保險法的修改而

擴大，因此，國內整體產物保險的業務需求應是榮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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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富邦人壽 

（一）公司簡介 

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非常快速，國民財富累積迅速，國民所

得已突破一萬美元，再加上社會結構急遽改變，商業活動頻繁，國

人及企業對保險的需求日益增加，幾乎已形成人人一張保單，甚至

多張保單的局面。1992 年，隨著國內金融保險市場日趨國際化、自

由化的腳步，以及政府政策上有計畫開放國內金融保險業，富邦集

團盱衡潮流趨勢，集合長榮集團、裕隆集團、太平洋電線電纜集團、

信大水泥、東南水泥、永大機電及中和紡織等知名企業，共同成立

富邦人壽，本著全方位金融服務理念，全心投入 保障全民福祉的行

列。富邦人壽在集團各關係企業全力支援下，1993 年 7 月取得財政

部開放後首張營業許可執照，並於十五天後拔得頭籌正式開業，成

為臺灣自 1963 年以來第一家開業的本土壽險公司。富邦人壽主要業

務內容包括個人壽險 、個人傷害保險、個人健康險、個人年金保險

與團體保險為主。2000 年富邦集團與花旗集團正式簽約，花旗集團

完成認購富邦人壽 15%的增資股份，增資後富邦人壽股本達新台幣

56.48 億元，淨值由 37 億大幅提高至 81 億，總資產也將由 364 億增

至 421 億。  

 

 

（一） 主要營業內容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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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4 富邦人壽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萬元  

2000年 2001年 
項  目 

金額 佔率 金額 佔率 

壽險保費收入 ＄1,285,768 85.9％ ＄2,106,937 85.6％

健康險保費收入 103,679 6.9% 152,375 6.2%

傷害險保費收入 39,150 2.6% 70,728 2.8%

年金險保費收入 14,134 0.9% 68,853 2.8%

團體險保費收入 53,903 3.6% 62,311 2.5%

總 保 費 收 入 ＄1,496,634 100.0% ＄2,461,204 100.0%

 

（三）未來發展方向 

 

2000 年我國人壽保險市場之保費收入為亞洲市場第三位，世界

排名第十四位，保險密度—即每人每年保費支出為 1,303 美元，保

險滲透度為 5.1%，相較於美英及亞洲主要國家，我國的人壽保險市

場未來仍有成長空間。 

 

 

 



 

 67

五、 富邦投信 

 

（一）公司簡介 

為因應市場趨勢及經濟潮流並提供投資大眾更為完整的投資理

財服務，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於1992年9月18日正式成立

。為結合知名外商銀行以及全球共同基金資產管理公司的金融經驗

，根據市場趨勢及經濟發展脈動推出多樣投資組合的基金，2002年2

月富邦投信與花旗投信合併，整體基金規模大幅擴展至900億元以上

，2001年底躍居全國投信基金規模第二名。惟因富邦投信非屬金控

法第四條定義之金融機構，而未能在金控成立之初納入，但經過富

邦金控以所發行之新股作為對價，收購富邦投信之股份，其將轉換

為富邦金控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並在今年內正式加入金控體系

，屆時富邦金控提供給客戶之產品將跨越保險、銀行、證券與基金

，將使客戶享有一次購足之完整服務。 

（二）主要營業內容及比重 

表 4-5 富邦投信獲利能力 

       時間 
項目 

2001 年 2000 年 

稅後純益(千元) ＄224,900 ＄159,07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9.53 17.32 

每股盈餘(元) ＄4.12 ＄3.36 

股利(元) ＄3.61 ＄3.00 

現金股利(元) ＄3.61 ＄2.90 

股票股利(元) 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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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發展方向 

 

富邦投信納入金控體系後，直接銷售之業務開發人員（以銷售

中實戶及法人為主），以及服務定期定額等小額投資人之客戶服務科

均可一併銷售其他子公司之產品，並配合各子公司的客戶關係管理

系統（CRM）提供客戶量身訂做之商品，並持續強化服務，加強金

控體系下市場區隔及分眾行銷的能力。此外，為加強金控子公司間

之交叉銷售機制，將定期舉行教育訓練各子公司員工具有銷售各項

產品之知識、設立各子公司間跨售業績目標及員工跨售績效考核與

獎勵方案，相信在富邦投信員工納入整合行銷陣容下，將提昇整體

金控之銷售業績及提供客戶更便利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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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公司整合動機 

富邦產險以近20%的市場佔有率，並且較第二名競爭者高出一倍的情

況下，穩居第一大產險公司。富邦證券也已經成為經紀業務達6.5%市場佔

有率的第二大券商。富邦銀行則是台灣獲利最佳，擁有第二大資本額的新

銀行，在台北銀行加入金控體系後，更成為第一大民營銀行。富邦人壽以

總保費收入計算，已經是台灣第三大壽險公司。富邦投信管理的資產總額

介於第一及第二大之間。藉由此一併購案的完成，富邦金控快速的攻佔國

內金融市場，由於是國內上市公司金控首例，因此其併購後整合的管理動

作，仍在持續的改進中，不過這樣的組合透過金控組織所帶來的競爭優勢

是值得後續同業借鏡的。 

探討雙方的購併動機前，我們應該先了解金融產業的核心資源為何，

如此方可得到購併活動的誘因與背景。金融產業在業務上未來的發展是金

融商品的多元化，以往爭取好的營業據點—也就是能讓投資人便於取得服

務的地點，是決定業務來源與業務量大小的因素，而營業據點越多，不僅

獲利潛力越高，同時金融商品的銷售能力就越強。雖然網際網路的興起，

未來網路交易將逐漸取代傳統的交易形式時，具差異化與多元化網路交易

服務將會取代原來的面對面行銷方式，但是透過營業據點及理財專員交叉

行銷集團內各式金融商品，讓顧客一次購足的專業銷售模式仍舊不可取代。 

另，有鑑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展，可承作的業務範圍日漸擴大，金

融機構本身必須具備對於這些金融商品的專業知識、了解公司法人在籌資

上的需求，以及投資人對於不同金融商品的購買特性，才能設計出成功的

金融商品，使這些顧客滿意券商所提供的服務，以維持穩定的客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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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集團內投資部位操作績效的好壞決定於操盤人員經驗的多寡，

如何增強員工的人力資源品質，以及企業內部對於知識與經驗的累積與學

習將是成功的關鍵。 

除了業務性質外，金融機構本身規模的大小對企業能力的高低有所影

響，財政部也將資本適足率列為風險控管的評估指標之一，因此資本額的

大小也是決勝的關鍵。總合來說，金融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有：人力資源

品質、知識與經驗的累積與學習、好的營業據點、資訊技術的取得、了解

顧客的需求與購買特性與資本額。 

富邦集團鑑於金控組織所帶來的競爭優勢，這些優勢包括富邦金控各

子公司整合之後，擁有最多樣化的金融商品和行銷通路，以及共同享有統

一且具高知名度的「富邦」品牌，很容易進行交叉銷售。其次，則是組織

大型化後，藉由規模經濟帶來可觀的成本節省效益，更重要的是，透過將

各子公司之過剩資本移至金控公司作有效配置，可使資本運用效率達到最

適化，並作為企業購併或擴張的堅實後盾。 

 

一、 範疇經濟 

 

金融業的跨業經營可以得到銷售、管理、行銷上的範疇經濟效果，其

中在銷售、行銷上的範疇經濟最主要的來源是「跨業銷售」的成長潛力，

金控公司可以利用子公司的顧客基礎去進行銷售，如此可使單一顧客向同

一金控公司平均購買產品數增加，在銷售上能得到“1+1>2”的效果。 

金控法解除跨業銷售限制後，富邦金控將成為台灣擁有最廣泛複合通

路的金融集團之一，富邦金控目前約有三百七十個分行、分公司和代表處，

五百零七台ATM，以及超過千名的業務人員，未來富邦金控將繼續重組和



 

 71

整合銷售組織網，以便能夠符合客戶一次購足的需求。提供完整的產品線，

或是利用不同的產品組合，創造新的附加價值。希望透過和客戶多重的緊

密結合，除了可達到收入增加的好處之外，更可以加深和客戶之間的關係，

提高客戶對其之依賴性以及忠誠度。 

同時，由於富邦集團很早就開始建置各子公司進行整合行銷體制，因

此早已培養出許多同時領有銀行、保險和投資等證照資格，以及具備實際

交叉銷售知識和經驗的業務人員，這將是富邦邁向金融百貨化的最重要資

產。 

 

二、 削減成本 

 

所謂的削減成本，乃是指購併公司的成本結構會比原本多家個別公司

成本總合為低。由於個別子公司間有許多重覆的功能，人員也重覆的設置，

使得營業據點和人事費用沈重，再加上線上交易流行，多家子公司整合可

減少重複浪費的資源，降低營運成本（管理費用、人事費用、房租、設備

及電腦系統），並藉由擴大的營業規模增加議價能力，降低採購成本。其

他如透過核心流程再造、後台作業整合、資源共享等方式達到削減成本的

好處。 

 

三、 擴大規模，提高競爭力 

 

由於併購後公司的資本額和淨資產提高，在業務經營上可以提供更多

的籌碼。增加行銷通路勢必增加據點，而增加據點須增加資本之需求。面

對未來衍生性商品交易及各種財務工程之需求，也將使金融機構負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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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此外，各種未來未上市股票之投資，各種證券之承銷與購併業務

等，該業務於未來將需要大量之資金，唯有資本大型化的金融機構，才能

增加拓展海外業務的能力並有機會進一步的和外國的投資銀行業者合作或

是競爭，整合後的金控公司由於股本、業務能力、市場佔有率和人力資源

等能力大幅提昇，競爭能力將大幅提昇，對於開發新業務市場或是增加客

戶的信任度來說都是一大助益，對於未來不論是面對國內同業，或是未來

WTO開放與外資機構競爭上，能力皆大為提升。 

 

四、 交叉銷售 

 

富邦金控為目前所有金控公司中金融商品最為齊全的金控公司，提供

之產品涵蓋了產險、壽險、證券及銀行等類別之金融商品，最具有滿足客

戶一次購足需求之條件。且富邦金控公司旗下各子公司原本即屬同一集

團，交叉銷售之目標也較易達成。富邦金空為能成功有效地達成交叉銷售

之目的，已著手建置資料倉儲系統（Data Warehouse），以及完善之客戶

關係管理系統（CRM），在完整的資訊體系之下，再搭配富邦金控之整合

行銷策略，加強金控子公司間之交叉銷售機制，訓練員工同時具備銀行、

證券及保險業務員之資格，並設立各子公司間跨售業績目標及員工跨售績

效考核與獎勵方案，以提供客戶更便利之服務。 

 

富邦金控擁有最多樣化的金融商品和行銷通路，以及共同享有統一且

具高知名度的『富邦』品牌，很容易進行交叉銷售。其次，則是組織大型

化後，藉由規模經濟帶來可觀的成本節省效益。更重要的是，透過將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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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過剩資本移至金控公司作有效配置，可使資本運用效率達到最適，

並作為企業購併或擴張的堅實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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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公司整合流程規劃 

 

一、 併購團隊的組成 

 

企業購併最重要的任務是對目標公司的整合，富邦金控效法花旗集團

成立經營管理委員會，作為帶領富邦金控各子公司擬定策略以及溝通、協

調、整合，踏著同一步伐前進的有效管理機制。這個管理團隊除了兩位共

同執行長蔡明忠、蔡明興，以及財務長龔天行和企劃長吳榮輝之外，各子

公司總經理也都是委員會的當然成員。整個合併其間的所有公司內外部的

核心與非核心參與人員可以表4-6簡介。 

表4-6  併購參與人員 

 公司內部人員 公司外部人員 

核心人員 高階管理者 會計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 

非核心人員 董事會 法令主管機關 

 

二、 協調管道的建立 

 

 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構之下，雖然各子公司仍是法律上的獨立營運

單位，但為了充分發揮各子公司結合後的綜效，各子公司之間必須有一

適當的管道，以利公司進行結合後密切的溝通和運作。透過「經營管理

委員會」小組的成員，包括原本各部門高階管理者參與，藉由腦力激盪，

找出可能的問題，再提出解決之道。「經營管理委員會」主要是協助各

公司在各項業務合併後，管理制度與組織氣候的協調。當金控公司成立

後，這一個委員會仍持續運作，藉由高層面對面的協商，可以快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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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雙方的管理制度，使得結合後組織快速步入軌道，打破各子公司之

間的藩籬，並且建立以顧客為中心的銷售和服務流程。 

 

三、 實施外部董事制度及審計委員會 

 

為了建立一家國際級的金融控股公司，富邦金控依據國際標準實施公

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在2002年2月第二屆新任董事會的選舉

中，選出兩位外部董事，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先生及台積電財務長張孝

威先生，成為台灣首家實施外部董事制度的上市公司， 這對於提昇公司董

事會運作透明度，以及投資人的信任度，均有極高的助益。另富邦金控在

2002年9月成立審計委員會，主要成員為外部董事，以落實公司治理制度

。 

 

四、 金控組織 

 

富邦產物保險、富邦證券、富邦商業銀行及富邦人壽保險為擴大營運

規模，發揮資本綜合效益、降低成本，並提昇營運績效及競爭力，於民國

2001年10月26日分別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採用營業讓與及股份轉換並同

辦理之方式，由原富邦產物保險將主要資產及負債讓與新成立之富邦產物

保險公司，並變更營業項目及公司名稱，轉換為「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同時與富邦綜合證券、富邦商業銀行及富邦人壽保險辦理股份轉換

，共同轉換成立「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19日轉換基準

日完成轉換法定程序後正式成立。另於2001年8月28日及12月23日再分別

以股份轉換方式，將富邦投信及台北銀行納為百分之百擁有的子公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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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公司經併購整合後經營業務內容包括：投資銀行業、票券金融業、信用

卡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證券投資信託及創業投資事業

、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金融機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金融業務

相關之事業。 

 

圖 4-1 金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之組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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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 

富邦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票券金融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租賃股 
份有限公司 

富銀保險代理人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保險代理人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BVI) 

富邦投資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期貨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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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併購後的經營績效 

 

一、 交叉行銷的綜效 

 

交叉銷售是金控公司成立之後才被法規允許的事，金控公司旗下公司

可以運用客戶資料跨業銷售。由於富邦旗下金融事業體間IT已高度整合，

均建置相同的顧客關係管理系統（CRM System），在成立金控後即發揮

良好的交叉行銷，及產品資源整合優勢。而這項優勢，富邦從10年前就開

始打基礎了。1992年富邦銀行剛成立時，當時富邦集團最強的仍是產險，

與全台各地修車廠關係最深，當時藉由交叉行銷觀念，全台修車廠都引介

成為富邦銀行客戶。 

富邦金控成立後，富邦金控又依照客戶的財力、往來、貢獻度等3個

面向，將客戶區分為8種類型，頂級客戶是那種財力夠、往來項目多、貢獻

度高的客戶，佔在整個金控約5、6萬人，在全部客戶比率雖不到3%，但是

服務上要用全力鞏固；有些是財力低、往來項目少，卻貢獻度高的客戶，

銀行往來策略則是注意其風險；於是每個客戶，都將被金控貼標籤。  

雖然金控公司有交叉行銷的優勢，但富邦金控也須積極建立銷售規

則，維持服務水準和品質。舉例來說，壽險人員拿自己壽險公司保戶名單

銷售信用卡，須經雙方公司總經理同意；而壽險公司想拿銀行信用卡戶名

單來銷售壽險保單，這時就必須由金控執行長同意。而客戶資料也是受到

保護的，舉例來說，理財中心專員可以看到的客戶資料只是其往來項目、

對銀行貢獻的排名，但是沒有往來項目的金額和電話、地址等細目。雖然

現在各金控公司旗下公司的定型化契約，都要求客戶允許將其個人及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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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供金控使用，但是客戶若有異議，富邦金控允許客戶可以透過0800免

付費電話，要求個人資料不可他用。 

由於富邦金控沒有文化整合問題且擁有科技為後盾，交叉行銷的綜效

很快就顯現，2002年第二季，富邦金控交出了第一張成績單，富邦人壽的

保費收入中有20%，來自銀行通路、富邦銀行信用發卡量中約有10%來自

銀行以外其他通路；新推出的白金卡、富邦人壽吉利保本投資保單，透過

交叉銷售機制，很快成為市場領導品牌。 

未來，富邦金控還要發展「關係式訂價策略」，比如資產高的客戶，

可能享有較低的信用卡循環利息等，金控公司會在客戶不同生命周期時，

適時給不同商品，客戶若有需要，金控公司可以定期給客戶包含銀行、證

券、壽險、產險的資產報告書，這些都是有利於與金控往來客戶的。 

 

二、 國際競爭力提升 

 

早在證期會規定所有上市櫃公司均需設外部董事前，富邦金控便已延

聘了兩席外部董事，成員為台積電財務長張孝威便及廣達電子董事長林百

里，主動力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工作，花旗集團入股

後帶來的影響之一，就是推動公司透明化，延聘外部董事即是其中一環。

此外在與投資人的溝通，亦即「投資人關係」的經營，富邦也是同業間最

積極的，從大小法人說明會到一對一溝通，富邦都主動出擊。除了在大型

投資論壇不斷曝光外，去年與海外法人投資者見面至少一、兩百次，且均

由蔡明忠兄弟等金控核心成員親自回答，平均一周3、4次的頻率。而這樣

的努力也也在資本市場得到迴響。2002年第三季前當台灣股票市場還很低

迷時，富邦金控的股價表現仍是凌駕於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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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富邦金控與台灣金融指數走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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