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投信業產業分析 

 

台灣證券投資信託業(以下稱投信業)經歷二十年來的努力耕耘已

略具規模，在國內經濟持續穩健成長，社會財富日益累積下，國人對

於投資理財的需求日益提升，投資人口因而激增，更由於政府採取循

序漸進開放的政策，證券及金融市場趨向國際化與自由化發展，理財

工具不斷的推陳出新，影響股市漲跌及利率、匯率升貶的因素日趨複

雜，使得投資理財成為一項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因此尋求投資顧問意

見或直接將理財的工作交給專家來處理已漸成為趨勢，在此一趨勢

下，未來投信、投顧業的發展，將被推向另一個值得期待的榮景。 

 

本章將針對國內投信產業進行基本介紹與競爭分析，全章分成二

節。第一節為我國投信產業介紹及發展趨勢，內容包括產業與產品相

關名詞定義、投信業的發展趨勢、規模與成長。第二節是國內投信產

業之競爭分析，內容包括產業結構分析、與產業競爭態勢分析，期以

深入瞭解整體投信產業的競爭態勢。 

 



第一節 我國投信產業介紹及發展趨勢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定義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以下簡稱投信業)指經營下列事業：一、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基金)；二、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及相

關商品之投資；三、接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四、其他經財政部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是投信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之有關業務。從上述規定第一項及第二項可知，國內投信業向一般大

眾所募集之基金是屬於單位信託基金(unit trust funds)，在台灣泛

稱「共同基金」。所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是以發行受益憑證之方式

向投資大眾募集資金，並經由專業的人員運用此資金投資於上市、上

櫃公司之股票、政府公債及短期票券等經證期會核准之相關項目，並

將投資所得之利益分配予受益憑證持有人。 

除此之外，投信事業於2000年12月經主管機關證期會核准，增

加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營業項目。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基本架構如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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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投信事業基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發展委員會網站 

 

基本架構說明如下： 
(1)投信公司發行受益憑證經由銷售機構向投資大眾銷售。 
(2)匯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由獨立之保管機構負責保管。 
(3)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投資與運用由投信公司負責。 
(4)投信公司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前，需與保管機構訂
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受益人持有受益憑證後，依契約之規定享受權利及
負擔義務。有關投信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基金運用之方針、
範圍及限制、受益人權益及應負擔之費用等，均應於受益憑證及公開說明
書上詳細記載。 
(5)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之收益，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規定，
分配給持有受益憑證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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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投信產品 

我國投信公司最主要的產品是共同基金。共同基金就是匯集小額

投資人的資金，交由投信公司的專業經理人投資與管理。共同基金的

資產由基金經理公司管理運用，為了金融防火牆規定是由金融機構以

基金專戶名義獨立保管(即保管機構)，該資產屬於全體投資人所共

有，所以安全性高；尤其國內基金公司及其所發行的基金皆依法經證

期會核准後方始成立，並接受嚴格控管，且在律師、會計師及證期會

的共同監督下，投資人的權益可充分受到保障。以下將介紹基金的種

類與分類： 

1.就買賣方式來區分，可分成封閉式與開放式。封閉式基金有如

「限量發行」的商品，一旦賣完數量也不會增加，投資人買賣如同上

市、上櫃股票一般，只能透過證券商向交易所進行撮合交易，一般基

金價格會反應基金淨值，但不見得相等。反之開放式基金之申購與買

回則以基金淨值來計算，且基金規模隨著投資人的申購而擴大、因贖

回而縮小。 

2.就以投資標的來區分，可分成股票基金、債券基金、平衡式基

金。其中股票型基金仍可再細分一般股票型、積極成長型、穩健成長

型等基金。其中積極成長型基金投資股票偏重科技類型或中小型成長

類股，而穩健成長型基金則採取較保守的操作哲學，可能是注重財務



品質的大型藍籌類股或是指數股。 

3.依投資區域可以劃分成全球型、區域型及單一國家型基金。全

球型基金之投資地區含蓋全球各地，又稱國際型基金。區域性基金則

僅指投資於亞洲、歐洲、美洲或大中華區等地區之基金。單一國家型

基金又更縮小到某一個國家，如德國、美國、韓國、台灣基金等。 

4.依照美國投資公司研究中心(ICI)分類，基金的基本類型其實

依風險(基金淨值波動風險)/預期報酬率只分成兩大類，分別是積極

追求資本利得的成長性基金，以及著重穩定經常性收益的基金，其餘

的則是這兩種類型的混合。如圖3-2所示，F1與F2是著重穩定經常

性收益的基金型態，F5與F6是積極追求資本利得的成長性基金，F3

與F4是這兩種類型的混合。 

圖3-2  不同類型基金風險和預期報酬率的關係 

資料來源：Dorf,R.C.(1988) The Mutural Fund Portfolio Pl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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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將基金類型

區分成七大類：第 1類為封閉式股票型(投資國內)、第2類為開放式

股票型(投資國內)、第3類為股票型(國外募集投資國內)、第4類為

國際股票型、第 5類為債券股票平衡型、第6類為債券型(投資國內)、

第7類為債券型(投資國外)，如圖3-3所示。 

 

 

 

 

 

 

 

 

 

 

 

 

圖3-3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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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截至2002年底

的統計資料，目前國內基金以開放型國內股票基金178支最多，其次

是開放型國內債券基金86支，而海外型股票基金亦高達49支，國內

平衡基金36支亦不遑多讓。而封閉式股票基金僅3支、國外募集投

資於國內股票之基金有8支、海外債券型基金有2支，合計362支基

金。 

6.另外，2000年底證期會開放接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不

過初期投信業者以搶食政府四大基金之代操業務為主。「全權委託投

資」也就是俗稱的「代客操作」(簡稱代操)，是由投資人(委任人)

將一筆資產(可包含現金、股票或債券)委託投顧/投信公司(受任

人)，由投顧/投信公司的專業投資經理人依雙方約定的條件、投資方

針、客戶可忍受的風險範圍等進行證券投資。全權委託投資在資產的

投資運用與保管係採分離制，投顧或投信公司並不負責保管受託資

產，受託資產是由投資人自行指定保管機構(如銀行)負責保管並代理

投資人辦理證券投資之開戶、買賣交割或帳務處理等事宜，以確實保

障投資人權益。 

 

 



三、我國投信事業發展趨勢 

我國的投信公司之發展，始於1983年行政院核定之『僑外投資

證券計畫』，主要為提升台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及擴展僑外資

金投資台灣證券市場。就政府發展金融市場之立場，投信公司的設立

除了可以提高機構投資人的持股比率外，並可建立健全的投資市場。

有鑑於此，主管機關核定投信公司的設立，並允許在國內外募集資金

投資於證券市場。台灣投信事業成立迄今已屆二十年，雖然比起歐美

國家發展的百餘年歷史，無論在產品的多樣化、基金的規模以及投資

人購買的普及性等各方面而言，均仍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然而從

成立第一家投信以來的20年的時間中，國內基金市場的發展非常的

快速。投信公司的發展可分為四階段(謝碧芳，民91)，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民國72年到80年) 

在此階段，有國際、光華(已於89年6月被荷商荷蘭銀行集團ABN 

AMRO合併，改名為荷銀投信)、建弘及中華(已於90年10月被英商

匯豐銀行集團HSBC合併，改名為匯豐中華投信)四家投信，一般通稱

為老投信，因市場受到保護，此四家為具有黨營事業色彩或是政商關

係良好者。在此時期因屬寡佔，國內投資人並沒有得到相對較好的理

財服務，基金績效多不理想，市場缺乏效率，投資人對基金不夠熟悉，



政府、業者及投資人均處於摸索階段，屬於基金的萌芽期，整個市場

發展非常緩慢。 

第二階段(民國81年到84年) 

政府於民國81年開放新投信的設立，此時多為具有集團或證券

公司背景者轉投資設立投信公司，共有十二家投信，一般稱為第二代

投信公司，包括元大、中信(已於民國90年被景順集團INVESCO合併，

改名為景順投信)、京華(已於民國89年被英國保誠保險集團合併，

改名為保誠投信)、元富(已於民國90年被美商保德信保險集團合

併，改名為保德信元富投信)、統一、富邦、怡富、寶來、台灣(已改

名為新光投信)、寶泰(已於民國90年被瑞士銀行集團UBS合併，改

名為瑞銀投信)與群益。由於此十二家投信同時期大量設立，頓時對

證券投資市場造成極大之影響，整個市場快速的發展，基金受益人數

激增，可投資的基金數量增加，投資人有較多的選擇並受到較佳的服

務品質。而投信公司開始面臨激烈的同業競爭，除了搶奪市場佔有率

之外，人才挖角與通路據點爭奪之競爭更具激烈，而第一代老投信的

經營心態及方式亦受到新進入者的威脅。在此時期奠定了投信公司蓬

勃發展的里程碑。 

第三階段(民國85年到88年) 

在此階段，政府陸續核准多家投信公司設立，其中最重要的是核



准純外資公司在台可申請設立投信公司，如花旗投信(已於民國90年

與富邦投信合併)看好台灣共同基金未來發展的趨勢，來台籌設投

信。外商挾其龐大的研究資源及業務行銷能力，雖然未如預期的對國

內投信市場造成太大的衝擊，但確奠定了未來外資公司陸續來台併購

投信公司的腳步。在第二與第三階段期間，由於新投信的大量設立，

其難免有良莠不齊的現象發生，有少部份的投信公司因內部控制不

佳，而發生了一些弊端(如公元投信假存單事件，後來公元投信被寶

來證券收購，改名為寶來投信)，對投信事業的發展造成些許的負面

影響。另外，九七金融風暴發生多起知名企業發生財務危機，多家知

名投信公司誤採地雷股票與債券，尤其是地雷債券造成投信公司嚴重

的財務壓力。惟由於基金市場的成長空間仍然非常大，競爭家數從十

五家激增至三十四家，其競爭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此階段的

末期，投信公司已有大者恆大的趨勢，新加入者的競爭環境愈顯艱難。 

第四階段(2000以後) 

在此階段，本土投信公司的競爭，已隨著荷蘭荷銀集團購買光華

投信、英國保誠集團購買京華投信、美國保德信集團購買元富投信、

景順資產管理集團購買中信投信及匯豐銀行收購中華投信等行動，另

外德商德盛投信(母公司德利銀行於2001年7月被德國安聯保險合

併，改名為德盛安聯投信)、美商富達投信直接來台設立子公司，而



揭開了國際級的資產管理公司及銀行在台展開另一波競爭的序幕。國

際間知名的集團爭相來台併購與設立投信公司，其除了可縮短在台設

立投信公司的時間外，最主要的是著眼於中國大陸隨著WTO而開放外

資進入該市場，所做的前置準備(例如德商德盛安聯投信與大陸國泰

君安證券合資成立中國第一家外資投信-國聯安基金管理公司)。所以

預期未來投信公司的經營的品質亦會隨著外資的加入而有更顯著、合

理的表現，但競爭戰場將會從台灣市場擴大到中國大陸市場。 

表3-1 我國投信公司發展彙整表 

階段 年度 公司名稱 家數 累計家數 

1983 國際 1 1 第一階段 

1985 

 

光華(因被外資購買已更名為荷銀光華)、建弘、中

華(已為外資購買更名為匯豐中華) 

3 4 

第二階段 1992 元大、中信(外資購買更名為景順)、京華(因被外

資購買已更名為保誠)、元富(因被外資購買已更名

為保德信元富)、統一、富邦、怡富、永昌、寶來(原

公元)、台灣(已更名為新光)、寶泰(因被外資購買

已更名為瑞銀) 

11 15 

1996 群益、德信(原大發)、金鼎、中央國際(原法華理

農) 

4 19 

1997 日盛、友邦 2 21 

1998 復華、大眾、聯合、大華、富鼎(原大信)、金亞太、

台育(原泛亞) 

7 28 

第三階段 

1999 傳山、盛華、倍立、彰銀安泰、聯邦、花旗(已於

89年與富邦合併) 

6 33 

第四階段 2000

迄今 

阿波羅(原慶豐)、德盛、國泰、富達、蘇黎世、遠

東大聯、凱基、玉山、國票、中興、第一富蘭克林 

11 45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碧芳(民91)，「英華投信策略發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經營管理學程碩士論文，頁27。 

 



四、市場規模與成長 

國內目前基金總規模約新台幣2兆1812億元，其中債券基金規

模即占了八成六，約 1兆8740億元；而國內股票基金(包括封閉式股

票基、開放式股票基金、國外募集投資國內的股票基金)只占基金總

規模的一成左右，約2297億元(表3-2)。圖3-4基金規模發展趨勢

圖更可以看出第六類型之國內債券基金是各投信的兵家必爭之地。債

券基金大幅成長的主因是近年來國內股市表現不佳與利率水準不斷

下滑。相對於其他固定收益型商品，債券基金的報酬穩定且優於定

存、票券、債券Repo等貨幣市場資金調度工具。而國內股市受全球

經濟下滑影響而呈現空頭走勢，加上少數國內投信之基金經理人傳出

鎖單、勾結、自利等傳聞，造成投資人寧可將資金投資在穩健保守的

債券基金，而不願意以股票基金為主要的理財工具。 

 

另外，投信公司利用債券基金「拼規模」的競爭態勢日益白熱化，

這也造成債券基金經理人為了績效壓力而購入信用等級較差的長期

債券，更甚者資產負債表外的掛帳交易、作價交易時有所聞。但是，

相對銀行定存總額10兆餘元，債券基金僅佔銀行定存之15%左右。

在流動性與收益性皆優於銀行定存之下，各家投信公司無不藉由加強

債券基金的信用狀況與減低道德危機成本以強化投資人對債券基金



的信任，所以債券基金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表3-2  國內基金分類規模與比率 
類型
代號 

基金種類型別 資產規模(新台幣) 占共同基
金比率 

占總管理
資產比率 

1 封閉式股票型 6,901,427,603 0.32% 0.29% 
2 開放式股票型 209,653,552,538 9.61% 8.89% 
3 國外募集投資國內股票
基金 

13,183,454,851 0.60% 0.56% 

4 國際股票型 66,983,432,799 3.07% 2.84% 
5 債券股票平衡型 34,106,956,204 1.56% 1.45% 
6 國內債券型 1,847,030,000,000 84.68% 78.33% 
7 國際債券型 3,305,231,723 0.15% 0.14% 

共同基金總計(1) 2,181,164,055,718 100.00% 92.50% 
全權委託管理規模(2)    176,852,976,379  7.50% 
投信業總管理資產規模=(1)+(2)  2,358,017,032,097  10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12.31),本研究整理 

 

 

 

但股票基金卻是江河日下，雖然目前台灣股票總市值約10兆

8928億，股票基金只佔股市總市值之2.4%而已，但是國內股市投資

環境日益艱困，且投資大眾普遍懷疑投信公司股票操盤人員之專業投

資能力與道德良知，造成了股票型基金規模面臨衰退的窘局。 

 



 

  

 

 

 

 

 

 

 

圖3-4投信產業發行基金規模發展趨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理 

 

 

五、投信公司的獲利與成本來源 

投信公司的獲利來源分別是基金之經理費收入與投資人的申

購、贖回的手續費收入，而主要成本來自人事、辦公設備、資訊系統、

營業用房舍、作業成本及基金銷售費用。至於基金保管費用、證券交

易佣金以及證券交易稅賦等，直接由基金淨值中扣除(即由基金受益

人負擔)，會影響基金績效，但不直接影響投信公司之獲利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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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追求最大的獲利前提下，maxπ=P×Q-C表示儘可能將營收(P×

Q)極大化，或將成本(C)極小化。就營收部份而言，受到基金管理費

率(P)、基金規模(Q)與基金數量(i)所影響，即ΣPi×Qi。當基金管理

費率愈高、基金規模愈大與基金數量愈多，則投信公司之營收愈高。

而基金管理費率高低受到技術複雜度、作業成本與市場競爭等因素所

影響，一般而言，股票基金高於平衡基金高於債券基金、國際型基金

高於國內型基金、單位信託基金高於全權委託管理基金。 

 

第二節 產業之競爭分析 

 

本節將進入台灣投信業之競爭分析，報告的內容包括產業結構、

領導者與策略群組分析。 

一、 國內投信業之產業結構分析： 

由於證券投資信託係以募集不特定大眾資金，並藉由進行證券及

相關商品投資以謀取合理的報酬率。因此主管機關證期會以保護投資

大眾為名義，訂定許多規範來限制投信事業的營運條件，而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的成立便是限制重心。民國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早期，「管

制」便是控制的手段。民國七十年代只有國際、光華、中華、建弘四

家「老投信」被准許成立營運。至八十年代早期證期會採取開放的措



施，大舉放寬投信業的成立限制，以大型券商為主的投信如雨後春筍

般地成立，也開啟了投信業的戰國時代。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四條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之實收資本總額不得低於新台幣三億元，此項規定使得進入障礙甚

低，一般機構法人都可隨意的進入，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

財團、政黨等都可以輕易地成立投信公司。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第六條至第八條亦規定了投信公司發起人的資格限制，第九條規

定投信公司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之資格限制，這些繁雜但不難的規則並

未阻礙進入者蜂擁而上由表3-1可以明顯看出新成立投信公司的家

數仍呈現快速成長，迄民國91年底已有45家投信公司鹿逐台灣。另

外，就表3-3的領導者之管理資產規模(包括共同基金與全權委托管

理資金)市佔率分析，前四大的市佔率僅24.52%(即保誠6.64%、富邦

6.45%、群益6.0%、怡富5.43%)，而前十大的市佔率也只勉強到50 %(再

加上國際5.16%、復華4.44%、荷銀4.41%、統一4.02%、元大3.89%、

建弘3.63%等)，投信業已成為「純粹競爭(pure competion)」下的

「零散產業(fragmented industry)」。  

  不僅新投信公司不斷地進入成立，並快速地募集基金以投入戰

場。為了充實產品線與基金規模，投信公司被迫陷入「規模經濟」的

泥沼裡，持續地發行新基金以力求維持兢爭力或守住基本生存條件。



另外證期會常以政策指導模式，迫使投信公司在股市低迷時期發行基

金或募集海外基金之限量管制。其中民國八十九年迫使投信募集「重

置型」或「價值型」基金最為業者所垢病。 

 

二、 產業的競爭態勢 

國內投信業之產品受到法令與主管機關政策的限制，差異性程度

有限；加上台灣地區地狹人稠，造成在該產業的公司不得不以追求規

模來創造單位成本的下降，並藉此在產業內立於不敗的地位。以下將

以不同的衡量指標進行分析： 

1. 總資產規模：在表3-3之總資產規模前七大投信裡可以看出產業

內規模最大的領導者的市場佔有率只有6.64%，而在市佔率超過5%

的5家領導者，沒有一家公司有絕對的優勢，任何的策略犯錯與鬆懈

都會被擠出第一集團之內，造成產業排名的重組。 

 

2.共同基金規模：前五名與總資產規模排名大致相同，富邦、保誠、

群益、國際與怡富等，市佔率在1%之內定勝負，競爭異常激烈，不

容許有任何的懈怠。另外，再將基金管理之總資產細分成股票基金規

模排行榜與債券基金的排行榜： 

 



3.股票基金(包括封閉式股票基、開放式股票基金、國外募集投資國

內的股票基金與國際股票基金):怡富投信是股票基金規模的領導

者，它以市佔率15.34%的絕對優勢，遙遙領先第二名匯豐中華投信

的8.13%與第三名保德信元富投信的6.32%。民國八十年代初期，怡

富投信以第一家外資投信搶佔市場，打出擁有外資精良的投資技術藉

以降低投資人的資訊搜集成本。另外，不同於其他老投信擁有強大的

法人直銷團隊，它極力經營銀行通路，透過跨組織的合作，將基金投

資的觀念推到一般投資大眾，不僅透過業務合作或終端投資人壓力與

銀行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也成功地創造基金第一品牌的形象。此舉

讓許多後進市場之國際投資經驗豐富且實力堅強的外國專業投信公

司，無法提出有效的戰略挑戰怡富投信。另外，早期國內集團型的投

信都會利用旗下基金進行護盤、換單等自利的行為，此舉更傷害了一

般投資大眾不信任「信託基金」的原因。而外資在此處稍微佔一點便

宜，外來的和尚不僅會唸經，而且比較不會「胡作非為」。 

 

4.在債券基金方面：戰況更是慘烈，各家投信為了追求基金規模與排

名，無不卯足全力。債券型基金規模以富邦投信6.45%掄元，保誠、

群益、國際分別是6.29%、5.81%、5.44%名列2至4名，可謂伯仲之

間、難分軒輊。另外荷銀光華投信、復華投信、建弘投信與永昌投信



也緊追其後並虎視眈眈地覬覦王位。債券基金的操作其實要細分三大

塊，包括收益性、安全性與流動性，而流動性是債券基金優於其他貨

幣市場工具的優勢，再加上其免稅的特性，更受企業法人資金調度與

有錢大戶節稅的歡迎。而為了吸引更多的資金以創造更大的規模，最

簡單的方法是各家投信債券基金經理人無不卯足全力拼績效，但此舉

卻忽略了安全性及不當作價、掛帳的不良後果。在民國87年時發生

本土金融風暴，多家知名企業發生? 務危機，地雷債券重創多家投信

的債券基金，就是當時債券基金甚缺乏嚴謹的內控與信用評等機制。 

 

5.基金的數量也代表著該公司產品的完整性。從圖3-2各類型基金的

風險與預期報酬之中，可以將基金的定位明確地定義出來，以不同的

產品定位區隔不同的客戶需求。根據Ansoff(1957)所提之選擇市場

區隔之方法，投信公司可採行策略有單一區隔集中化、選擇性專業

化、整個市場涵蓋化等。例如復華投信與大華投信則採取選擇性專業

化的策略，強調在圖3-2中F1之低風險低報酬的區段內極度專業。

然而不少投信以整個市場涵蓋化的策略來服務所有顧客群體的需

要，當然只有較大型的公司才有能力辦到。 

 

 



表3-3 產業領導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總資產管理規模 保誠 富邦 群益 怡富 國際 復華 荷銀 

市佔率 6.64% 6.45% 6.00% 5.43% 5.16% 4.44% 4.41% 

共同基金總規模 富邦 保誠 群益 國際 怡富 荷銀 元大 

市佔率 6.35% 5.85% 5.76% 5.18% 4.93% 4.76% 4.19% 

股票基金 怡富 匯豐中華 保德信元富 富邦 元大 群益 國際 

市佔率 15.34% 8.13% 6.32% 6.28% 5.65% 4.85% 3.85% 

債券基金 富邦 保誠 群益 國際 荷銀 復華 建弘 

市佔率 6.45% 6.29% 5.81% 5.44% 4.96% 4.25% 4.00% 

全權委託管理 保誠 怡富 統一 復華 群益 富邦 新光 

市佔率 16.38% 11.62% 10.88 8.97% 8.97% 7.67% 6.71% 

基金數 富邦 荷銀 建弘 匯豐中華 元大 國際 保德信元富 

數目(檔) 18 18 18 17 17 15 15 

受益人數 怡富 元大 保德信元富 荷銀 富邦 景順 匯豐中華 

數目(萬人) 32.6 19.4 16.4 10 9.9 9.1 7.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12.31),本研究整理 

說明:       

總資產管理規模為共同基金總規模加全權委託管理規模   

共同基金總規模為第一類至第七類基金總和       

股票基金規模為第一類至第四類基金總和       

債券基金規模為第六類至第七類基金總和       

 

   表3-3基金數量前七大投信顯示，各家投信之旗下都至少有15檔

基金，尤其以富邦投信、建弘投信與荷銀投信各十八檔基金掄元，而

匯豐中華投信、元大投信二家各以十七檔基金居次。當大型公司採行

整個市場涵蓋的策略時，通常有兩種方式，即無差異行銷與差異化行

銷。而目前業者都採行後者，意指公司決定同時在多個市場區隔經營

(如圖3-2示，從F1到F6不同風險報酬類型之基金)，並為每一個市



場區隔分別設計不同的行銷方案。採取佈滿效率前緣線的策略的好處

是可以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需求，亦即「散彈槍打鳥」或「撒網補魚」

策略。 

 

6.客戶的基礎也是企業競爭力了來源之一，投信公司必須努力與其

「基金受益人」建立堅強的主顧關係與很高的忠誠度。現在的顧客的

資訊搜集成本甚低，在可供選擇的投資標的增加之下，最大的挑戰除

了在拼單位成本的效益(基金績效、客戶服務、回應顧客要求等)，以

創造滿意的客戶之外，如何創造忠誠的客戶也是各投信公司的挑戰。

從表3-3 也可以看出怡富投信之總受益人數約32.6萬人最多，遙遙

領先第二名的元大投信 19.4萬人，超過十萬人者尚有保德信元富投

信之16.4萬人與荷銀投信之10萬人。 

 

7.最後， 2000年證期會開放代客操作業務，尤其政府四大基金釋出

龐大資源，各投信無不磨拳擦掌且虎視眈眈地搶奪此塊業務。但是無

法避免的殺價競爭造成緊張的競爭關係，始作俑者是統一投信，首先

使用超低價管理費 0.195%(竟比債券基金的 0.3%-0.4%還低)強力搶

標政府四大基金之全權委託業務，致使所有有意經營此塊業務大餅的

其他同業不得不壓低管理費水準，因此本項業務的營業收入實在無法



改善投信公司的獲利能力，這也就是說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價格戰讓

整個產業的玩家都受害。所以表 3-3 之全權委託市佔率只能視為投

信業降低投資人的資訊搜集成本，或是拼面子的統計資料，是否能產

出其他的業務綜效，目前尚不得而知。 

 

Porter(1980)指出產業競爭的概念，意指由一群提供高度相互替

代產品或產品類別的公司所組合而成。一般分析產業內的競爭態勢皆

以策略群組(strategy group)確定公司的地位、確認誰是主要競爭

者。產業內的公司必須確認主要的競爭者，才能釐清其特徵，特別是

他們的策略、目標、強弱勢，以及反應型態。然而，國內投信業受主

管機關的業務限制、國內地狹人稠市場集中，產業內所採取的競爭策

略選擇有限，常發生策略抄襲或策略同質化的現象，因此本論文未再

深入探討投信產業之策略群組。 

 

將股票型與債券型基金分開分析之主要原因，是股票型基金管理

費約 1.2%-1.5%，而債券型基金之管理費僅 0.3%-0.4%，因此投信公

司募集四-五億債券基金的收入大概等於募集一億元的股票基金，因

此股票基金與債券基金的結構對投信公司的獲力能力造成重大影

響。在國內金融市場日益受到國內政黨政爭與全球金融市場影響，造



成股市投資環境日益險峻，主要的領導公司群紛紛採取以債券基金掩

護股票基金的策略運用，即透過債券基金的銷售來找尋股票基金的投

資者。因為債券基金的客戶族群範圍廣泛，包括定存族、資金調度族、

資金停泊族與節稅族，因此利用擴大推銷債券基金之中，找到潛在的

股票基金投資人(例如資金停泊族)，由圖4-5領導群中可以看出國際

投信、群益投信、富邦投信、保誠投信、荷銀投信皆以此基本策略為

主，此類策略類似以低成本領導策略(low-cost leadership)創造大

量的規模經濟。然而，怡富投信在此處不似其他投信發展極端偏向債

券基金，其基金選擇的業務策略發展價值較高的差異性

(differentiation)策略，即採以較平衡的發展策略，也因此可以看

出怡富投信的獲力能力較其他同業高。 

圖3-5 主要產業領導者之市場佔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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