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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銀行赴越南營運模式之探討 

第一節 我國銀行赴越南投資營運的基本規範 

根據西元 2006 年 2 月 28 日在河內頒佈的法令 No.22-2006-ND-CP，針對在越南設

立的外國銀行分行（Foreign bank branch），合資銀行（Joint venture bank），百分之百外

資持有的銀行以及外國信用機構設立的代表辦事處的組織以及營運制定相關法令。全

文共分三章共有六十七條條款，係越南中央銀行總理提出並符合以下三種法律（1）2001

年 12 月的制定的政府組織法；（2）1991 年 12 月頒佈的越南中央銀行法 01-1997-QH10，

並於 2003 年修訂（3）1997 年 12 月 12 日頒佈的信用機構法 02-1997-QH10,並於 2004

年六月十五日修訂。茲將該法略述如下： 

該法針對外國金融機構在越南境內的所從事之金融活動其組織、營運及相關法律

規定都有專章詳述。該法共有三大章六十七條條款：第一章為通則；第二章為外國銀

行分支機構；第三章合資銀行；第四章百分之百的外持有的資銀行；第五章外國金融

機構代表辦事處。根據其中第一章條款七針對各類型之外國金融機構都有清楚的定

義，（1） 外國銀行（Foreign bank）是指一個機構在其母國的主要活動為銀行的營運並

且係依母國當地的法律而設立的機構。（2） 母行（Parent bank） 指的是百分之百的外

國資本且持有越南當地營運的外國銀行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權，或該銀行在越南設有

分行者皆可稱為「母行」。（3）外國銀行分行（Foreign bank branch）：母銀行的分支機

構，該分支機構無並不具備獨立的法人主體且該分行在越南的一切活動必須由母行提

出書面法律的保證並由母行負責該分行在越南一切的法律責任。（4）合資銀行（Joint 

venture bank）係指在越南登記註冊且資本來自越南境內的團體（如一家或數家越南的

銀行）以及外國團體（如單一一家外國銀行或數家外國銀行）根據合資合約條款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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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類銀行係一獨立法人且負有有限責任且總部須設在越南。（5）百分之百外資銀

行：指的是在越南境內登記註冊成立且資本全部來自外資，其中百分之五十的註冊資

本係來自於外國銀行（也就是母銀行）。該組織須以有限公司的形式登記設立且負有一

切法律責任，並將總部設於越南。（6）外國金融機構代表辦事處（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a foreign credit institution）表示屬於外國信用機構的分支機構在越南設立且遵循代表

處相關法令之規定來從事各項活動，辦事處在越南不可從事任何商業活動。另外針對

外國金融機構要在越南設立分支機構其營運資本要求也也明確的規範。所謂發行資本

(Issue Capital)指的就是母銀行發行給其在越南境內營運的外國分行之資本。而法定資

本指的是合資銀行或百分百之外資其所設立登記之資本。 

 除了上述基本要求之外，外資銀行要在越南設立外資銀行營業性機構（包括外國銀

行、合資銀行、外資銀行），還須符合以下條件： 

（1）外國銀行於申請執照前連續 3 年未嚴重違反母國之銀行營業規定及其他法 

規。 

（2）外國銀行具有國際營運經驗，經國際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為有良好財務能力，

且在經濟條件不佳情形下仍能維持正常營運。 

（3）外國銀行符合國際規範之最低安全資本率及確保安全之各項比例。 

（4）外國銀行母國之監察、檢察單位依國際規範彙整之資訊能監督其所有營運活

動，並承諾與中央銀行合作管理、監督及交流資訊等。 

（5）外國銀行設立分行之執照前 1 年之總資產約當 200 億美元。 

（6）外國銀行設立合資銀行、外資銀行之執照前 1 年之總資產約當 100 億美元。 

（7）外國銀行得以書面方式向中央銀行承諾隨時提供外資銀行、合資銀行財務、

科技、管理、營運等協助，確保銀行章程所訂資本之實際資本不低於法定資

本，且完全符合中央銀行之營業安全規定。 

（8）外國分行、合資銀行、外資銀 行之最長營運期間不超過 99 年，外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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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之營運期間不得超過其母國總行之營運期間。 

（9）外國金融機構之代表辦事處之最長營運期間不得超過外國金融機構之營運期

間。 

  越南政府為實踐加入 WTO 對金融業開放之承諾，有關國際整合的部份特別修定

「信用機構法」（2004），其中越南政府在 2007 年 4 月 20 日修定法條第 69/2007/ND-CP

針對百分之百外資銀行購買越南商業銀行股權規定（1）外國投資業者（包括現有的外

國股東）持股比率以及與其相關人士不可超過越南銀行章程資本額的 30﹪；（2）越南

銀行出售股份給外國投資業者亦必須符合以下條件：（i）最低章程資本額為 1 兆盾；（ii）

財務狀況良好，符合越南國營銀行規定之條件；（iii）具備行政管理組織結構，有效能

的內部查帳活動以及檢查系統；（3）外國信用組織購買越南銀行股權則須符合以下條

件：（i）在登記購買股權前的一年，外國信用組織總財產價值約為 200 億美元；（ii）

對銀行業具有國際活動經驗；（iii）獲得國際信用評等機構列為具備財務承諾執行能

力，或經營條件非順暢時仍具備正常的活動能力；（4）外國投資者及其相關人士成為

該持股銀行之重要股東最少 5 年後方可轉讓自己擁有的股權給其他國內外的個人或組

織。 

  由於越南加入 WTO 承諾全面開放外國金融機構到越南設立分支機構的標準，勢必

造成越南境內本國銀行的衝擊，因此越南政府制定信用機構法定資本條例（Decree 

141-2006-ND-CP of the Government dated 22 November 2006），明文規定各類型的金融機

構其法定資本的標準及其資本到位的期限，如表 4-1，可看出越南政府希望藉由提高各

金融機構之資本額來強化其金融機構的安全。並且規定最遲應於 2010 年達到之最低法

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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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越南信用機構法定最低法定資本要求 

單位：十億越盾 

No. 信用機構類型 法定資本 法定資本 
年度 2008 2010 

第一類 銀行   
1. 商業銀行   
 （a） 國家商業銀行 3,000 3,000 
 （b） 股份商業銀行 1,000 3,000 
 （c） 合資銀行 1,000 3,000 
 （d） 百分之百外資銀行 1,000 3,000 
 （dd） 外國銀行分行 15 百萬* 15 百萬* 
2. 政策銀行 5,000 5,000 
3. 投資銀行 3,000 3,000 
4. 發展銀行 5,000 5,000 
5. 合作銀行 1,000 3,000 
6. 人民信用合作社   
  （a） 中央人民信用合作社 1,000 3,000 
  （b） Grass-Roots People’s Credit Funds 100 百萬 100 百萬 
第二類 非銀行之信用機構   
1. 財務公司 300 500 
2. 財務租賃公司 100 150 

 資料來源：越南信用機構之法定資本條文 
 註 1：*表示以美元為單位 
 註 2：美元：越盾≒1:16,000 

越南政府目前允許外國金融機構以外國銀行分行、合資銀行、百分之百外國銀行

（子行））以及代表人辦事處這四種類型進入越南金融業。此四種方式其定義與屬性不

盡相同，在分析我國銀行進入越南金融市場設立分支機構的模式以前，先將此四種方

式進入地主國的各種模式之定義及其優缺點做如下說明： 

一、 分行（branch） 

分行是跨國銀行在地主國開設的分支機構，在法律上不具有地主國法律上獨立的

民事主體資格，因此分行只是跨國銀行經營實體在地主國的延伸，其法律責任全由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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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承擔。分行是最受跨國銀行青睞的准入形式，：原因有三：（i）跨國銀行總行對分行

具有絕對的控制力，可透過設立分行順利實現其全球經營策略，而無需擔心因股權比

例配置所產生的控制權之爭；（ii）分行是總行的一部份，在經營上可獲得總行的全力

支持，例如分行可運用跨國銀行全球範圍內的的資金，而子行或合資銀行就只能運用

其自有的資本金（iii）由於分行並非地主國的法人，可具有自身的經營管理能力與技

巧，並在某些時候可規避地主國的法律管制，因此是全方位的國際銀行理想的進入模

式。 

但是，分行的生存能力和經營安全性完全係取決於總行的經營情況及母國的有效

監管；由於總行與分行具有一体化的利害關係，如果總行的經營狀況良好，分行就有

強有力的發展後盾；反之，若是總行經營不善，分行亦只有面臨倒閉的命運。再來就

是母國的有效監管，如果母國監管不力，那麼行與分行將會陷入極大的風險當中。由

於這兩種因素都是地主國無法控制的，因此地主國對分行的設立會持較嚴格的准入態

度，或是以准入條件限制分行的進入，例如以限制業務範圍作為一個控制辦法（如越

南限制外國銀行分行收受當地存款的額度或禁止發行信用卡等）。 

二、 子行（百分百外資銀行） 

子行具有地主國的法人資格，在地主國享有獨立的民事權利並且承擔民事業務，

因此地主國可直接將其納入本國法制的調控範圍，可以適用本國對於其他銀行的監管

原則及要求，如資本要求、金融檢查，審計、貸款限制等措施以確保子行的穩健經營

及安全；與分行不同，地主國較不須擔心母行的經營狀況，例如假設母行面臨倒閉雖

會造成子行的股權變更，但對子的穩健經營及安全卻不致造成實質的影響。 

因此，一般地主國對子行的准入持較寬鬆的態度，即使是不允許分行准入的國家

也會允許以子行方式准入。例如 加拿大銀行法規定只允許跨國銀行以子行方式准入。

有些國家則同時允許分行及子行准入（如越南），但對子行的待遇往往優於分行，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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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政府就允許子行可承作信用卡業務。 

三、 合資銀行 

合資銀行是由地主國金融機構和外國金融機構共同出資設立的銀行，具有地主國

的法人資格。合資銀行與子行區別在於子行完全係為外國銀行控股，母行對子行擁有

絕對之控制權，而合資銀行則是非由外資完全控股。這種折衷的准入方式，對跨國銀

行及地主國有二種好處。第一，跨國銀行以合資方式進入地主國金融市場，有助於瞭

解當地情況並利用當地便利條件開發新市場，並可享受地主國給予合資銀行多種優惠

待遇；第二，由於地主國以合資方式吸引外國銀行進入，可避免因外國金融資本過於

強大而引發的政治及社會問題，不只對地主國的金融機構有緩衝作用，還有助於吸取

跨國銀行的先進的管理經驗與技術以增進地主國銀行的競爭力。綜上所述，合資銀行

成為地主國與跨國銀行的青睞，大多數的國家只要允許跨國銀行進入，都會允許合資

銀行進入。 

四、 代表處 

代表處是跨國銀行駐在地主國的代表機構，只能從事諮詢、調查、聯絡和資訊的

收集工作，不可從事任何營利性的營業活動，因此對地主國的金融市場和金融秩序沒

有實質`影響。代表處是跨國銀行進入的最低模式，地主國允許跨國銀行設立代表處意

味著地主國金融開放的腳步已經往前，具有政策性的宣示。但是只允許設立代表處，

跨國銀行缺乏進入地主國金融市場的實質性，且地主國亦無法從代表處的設立從中獲

利，因此代表處的准入往往只是一國銀行業開放的初級階段，而非最終目的。 

代表處的另一功能就是它是一個營利性金融機構准入的前奏，有些國家係強制性

要求金融機構的准入必須先以開設代表處為前提，設立代表處後始能准入設立營利性

金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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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針對外國銀行不論以何種形式進入越南當地金融業的規範在法令中都有

嚴格的規定，本研究將就外國金融機構在越南設立營業據點之模式其相關注意事項作

一比較及整理如下表 4-2： 

表 4- 2  外國金融機構在越南設立營業據點之模式比較 

     營業模式 
項目 外國銀行分行 合資銀行 

百分之百外資銀

行（子行） 
外國金融機構代

表人辦事處 

資本結構 50﹪以上外資 越資＋外資（外

資不得超過

50%） 

100﹪外資其中 
50﹪以上由外國

銀行（母行）持有 

 

最低資本限制 申請執照前一年

之總資產約當

200 億美元 

申請執照前一

年之總資產約

當 100 億美元 

申請執照前一年

之總資產約當 100
億美元 

無限制 

法律責任 母行負責一切法

律責任；不具獨

立的法律主體 

獨立法人；屬於

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法人；屬於 
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行負責一

切法律責任；不

具獨立的法律主

體 
總部所在地 國外（母公司） 越南 越南 國外（母公司）

申請執照條件 母行自申請日起

連續 3 年未嚴重

違反母國之銀行

營業規定及其他

法規 

母行自申請日

起連續 3 年未嚴

重違反母國之

銀行營業規定

及其他法規 

母行自申請日起

連續 3 年未嚴重違

反母國之銀行營

業規定及其他法

規 

 

申請資格 具國際營運經

驗；經國際評等

為有良好財務能

力，且在經濟條

件不佳情形下仍

能維持正常營運

具國際營運經

驗；經國際評等

為有良好財務

能力，且在經濟

條件不佳情形

下仍能維持正

常營運 

具國際營運經

驗；經國際評等為

有良好財務能

力，且在經濟條件

不佳情形下仍能

維持正常營運 

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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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及管理 母國之監察、檢

察單位依國際規

範彙整之資訊能

監督其所有營運

活動，並承諾與

越南中央銀行合

作管理、監督及

交流資訊等 

母國之監察、檢

察單位依國際

規範彙整之資

訊能監督其所

有營運活動，並

承諾與越南中

央銀行合作管

理、監督及交流

資訊等 

母國之監察、檢察

單位依國際規範

彙整之資訊能監

督其所有營運活

動，並承諾與越南

中央銀行合作管

理、監督及交流資

訊等 

無限制 

資本適足率 ＞＝8﹪ ＞＝8﹪ ＞＝8﹪ 無限制 
NPL ＜＝3﹪ ＜＝3﹪ ＜＝3﹪ ＜＝3﹪ 
營運效能 連續 3 年獲利 連續 3 年獲利 連續 3 年獲利 無限制 
分行經理資格 1、正直誠實具備

法律知識；2、大

學或以上經濟、

金融、法律或企

管相關科系畢

業；3、連續 3 年

以上銀行相關工

作經驗 

1、正直誠實具

備法律知識；

2、大學或以上

經濟、金融、法

律或企管相關

科系畢業；3、
連續 3 年以上銀

行相關工作經

驗 

1、正直誠實具備

法律知識；2、大

學或以上經濟、金

融、法律或企管相

關科系畢業；3、
連續 3 年以上銀行

相關工作經驗 

 

組織及營運適

用之法律 
Law on Credit 
Institutions 

Law on Credit 
Institutions 

Law on Credit 
Institutions 

Law on Credit 
Institutions 

執照核發單位 越南國家銀行 越南國家銀行 越南國家銀行 越南國家銀行 
管理、檢查及監

督 
由母國銀行派員

檢查 
由母國銀行派

員檢查 
由母國銀行派員

檢查 
未規定 

檢查報告及主

管機關 
完成檢查之 90 天

內應將結果呈報

越南國家銀行 

完成檢查之 90
天內應將結果

呈報越南國家

銀行 

完成檢查之 90 天

內應將結果呈報

越南國家銀行 

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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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之書面

報告 
母行之年度財務

營運以及合倂、

收購、破產、清

算、主要股東、

董事或高階經理

人變動、母行的

名稱或地址以及

一切不尋常變動

   

營運期限（不得

超過母行） 
99 年 99 年 99 年 5 年 

延長營運期限

申請單位 
由母行有權代表

簽准後提出申請

由董事長簽准

後提出申請 
由董事會核准後

提出申請 
由母行有權代表

簽准後提出申請

延長營運期限

申請提出日 
營運到期前 180
天 

營運到期前 180
天 

營運到期前 180 天 營運到期前 60
天 

正式營業日 營運核準日起 12 
個月內（如逾此

期限則須於到期

前 30 日提出延期

開業申請，但以

延長 6 個月為限）

營運核準日起

12 個月內（如

逾此期限則須

於到期前 30 日

提出延期開業

申請，但以延長

6 個月為限） 

營運核準日起 12 
個月內（如逾此期

限則須於到期前

30 日提出延期開

業申請，但以延長

6 個月為限） 

營運核準日起 12 
個月內（如逾此

期限則須於到期

前 30 日提出延

期開業申請，但

以延長 3 個月為

限） 
營業處所遷移 經中央授權且在

同一省或城市內

可搬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我國銀行赴越南設立營運據點之申請程序及要件 

  由於越南加入 WTO 的承諾開放外資進入越南金融業條件鬆綁，因此嚴格的審核通

過外資在越南設立分行的標準亦將隨之提高並對外資銀行的資產規模、監理檢查制

度、國際信用評等要求等將更趨嚴格。因此近二年外資以各種型態進入越南銀行的模

式也各不相同。一般外資銀行進入地主國有二種模式，第一為通過併購當地銀行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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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行；其二是依據外資條例規範之進入程序的難易程度採取漸進方式進入，大致分為

三個階段，如圖 4-1 所示。根據國際清算銀行 2005 年第四季報告：亞洲國家大多准許

設立分行；而拉丁美洲及中東歐地區其子行佔外資銀行的比例較高約有 60﹪至 80﹪之

間。 

 

圖 4- 1  外資銀行進入越南銀行業之進程模式 

  子行和分行進入標準的主要差別在於對子行要求獨立的註冊資本；分行則要求由

母行提供一定數量的存款數額；因此子行對資本要求較高。分行屬於母行不可分割的

一部份，主要的監管責任在母國，分行通常不參加本國的的存款保險制度。因此各國

在對分行的進入審核時，通常都會充份評估母行對分行的永續經營能力以及母國的全

面報表監管責任，以及是否願意主動提供重大信息，以此作為分行准入的重要標準。

有些國家甚至要求在申請文件中說明是否加入母國的存款保險制度和保險程度。茲將

上述整理列表 4-3 所示。 

表 4- 3  子行與分行業務限制之比較 

 子行 分行 

收受當地存款 與當地國內銀行一樣 不允許收受當地居民存款 

貸款規模 貸款規模較低，有些甚至不允

許貸款業務 
貸款規模限額以母行為計算

基礎，可有較高貸款額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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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金融機構不論以何種形式進入越南金融業都必須依照越南國家銀行所制定的

申請辦法提出申請，本研究就外國銀行在越南設立分支據點時所需之流程，整理歸納

如圖 4-2 所示。首先，需準備相關的文件，一式二份分別為越文及英文版本，將文件

備齊後送交至越南國家銀行進行申請初核，此時越南國家銀行會視準備之文件內容對

申請銀行提出是否需再提供相關說明文件，若無需求則完成申請程序可進入審核程

序；反之，若有提出說明需求時，就需再予以補件，才可完成申請程序進入下一階段；

而審查資格由申請設立分支據點所在地的人民委員會、經濟安全部、國家銀行檢查局，

分行及辦事處所在地的國家銀行等四個單位進行審查，提出書面的建議報告交回越南

國家銀行，最後由越南國家銀行以書面報告通知是否同意核發或拒絕執照，其申請審

核時間約需 2 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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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申請設立營業據點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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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國金融機構駐越南代表辦事處之第 22/2006/ND-CP 號規定有關在越南設

立外國分行、合資銀行、外資銀行及外國金融機構代表辦事處申請執照需文件整理如

下表 4-4： 

表 4- 4  外資於越南設立營業據點申請文件彙總 

        營業據點模式

 
申請執照須準備之文件 

外國分行 合資銀行 
百分之百外

資銀行 
外國金融機構

代表辦事處 

1.母行有權代表簽核之申請書 V V V  

2.分行營運計劃書 V V V  

3.母行簽發之分行經理人之履歷

證明書 
V V V  

4.母行之營業執照影本 V V V  

5.母行主管機關核准在越南設分

行之核准函影本 
V V V  

6.母行主管機關出具之連續 3 年

母行皆無違法情事之證明 
V V V  

7.由母行主管機關書面聲明確保

有能力檢查監督外國銀行一切之

營運 
V V V  

8.母行最近 3 年之查核報告 V V V  

9.國際知名信評機構之評等證明 V V V  

10.確保分行的營運資本不得低

於法定資本並符合越南國家銀行

要求安全標準之書面聲明 
V V V  

11. 母行之年報 V V V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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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銀行赴越設立分支營業據點之模式分析 

我國銀行赴越南設立分支營業據點目前可分為三種類型，第一類為外國銀行分

行，第二類為外國合資銀行，第三類為辦事處。以下就三種模式進行分析。 

一、外國銀行分行－以慶豐銀行及建華銀行為例 

1. 慶豐銀行模式 

慶豐集團是從一九九三年開始前進越南，陸續斥資五千五百萬美元成立越南製

造及加工公司（VMEP），耗資一千五百萬美元，投入機車產銷事業；投入二億八

千餘萬美元設立慶豐海防水泥公司，投資一千萬美元成立慶豐畜產公司，投資一千

一百萬美元以上，進行臺海石油公司工程，並成立慶豐銀行河內及胡市明市分公

司。（南陽綱站） 

慶豐銀行的前身「國泰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 1971 年 7 月正式對外營業，

主要營業項目為信託資金業務、授信業務、不動產業務等。為強化營運體質，健全

財務結構，提高競爭力，於 1993 年底，將資本額擴充至新台幣一百億元，並於 1994

年 1 月向財政部申請改制為商業銀行，同年 9 月 8 日國泰信託獲准變更登記為「慶

豐商業銀行」，10 月 11 日正式經營商業銀行業務。民國 1998 年 5 月購併南投信用

合作社，目前全省計有 34 個營業據點， 

對於海外據點的設立，1993 年 11 月慶豐銀行在越南河內設立分行，為第一家

我國 100%資本登陸越南之銀行，除延伸國際化的觸角外，並協助台商在越南開拓

事業，1996 年 5 月於越南胡志明市設立支行，更進一步擴大海外經營格局。慶豐銀

行表示，慶豐是國內第 1 家取得越南政府許可並在南、北越都有據點的金融機構，

由於起步較國內大型金控都來得早，根據慶豐銀行提供的數據指出，2007 年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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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越南分行往來的台商客戶合計超過 3,000 戶以上，年獲利超過 700 萬美元（約

2.2 億元台幣），且逐年成長，放款餘額 2.3 億美元，存款餘額 1.1 億美元，台商客

戶數在三千戶以上，以放款占比來看，台商和非台商比例各為七五％、二五％（薛

翔之，朱漢崙，2008）。 以下將慶豐銀行設立分支據點模式表示如圖 4-3 所示。 

 

圖 4- 3  慶豐銀行設立分行模式 

 2. 建華銀行模式 

華信商業銀行成立於 1992 年，以個人金融與企業金融並重發展。個人金融險

傳統存放款外，更致力於金融產品之整合服務。1997 年華信商業銀行併購美國遠東

國民銀行（Far East National Bank，FENB），併購後成為美國第一家在聯邦政府註冊

的華資商業銀行。於 2002 年 5 月 9 日華信銀行及建弘證劵以結盟的方式共同設立

建華金控，更名為建華銀行。2004 年 6 月建華銀行宣布旗下美國遠東國民銀行

（FENB）正式在越南胡志明市取得開立分行執照，詳見圖 4-4，為「美越貿易協定」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BTA）簽署後，第一家越南政府核准設立「全功能執

照」分行的美國銀行也是當時唯一的美國華資銀行。 

於同年 10 月美國遠東銀行（FENB）在胡志明市正式成立第一家海外分行。建

華金控執行長暨遠東國民銀行董事長盧正昕當時表示（2004），隨著遠東國民銀行

越南分行的成立，代表著建華金控的泛太平洋區營運版圖更趨堅實，提供兩岸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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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專業的金融服務，包括越南幣及美金的存放款。此外，遠東國民銀行的客戶更

可透過建華金控的先進網路銀行服務，於符合當地法令規範下，進行其兩岸五地的

資金調度等金流服務，為當地獨一無二的服務。雖然建華銀行目前已成為永豐金控

的一員，並改制為永豐銀行，但由於此一模式建立於永豐金控成立之前，因此本研

究仍以建華銀行稱之。 

透過建華銀行與在美國併購的遠東國民銀行，進入越南設點，並成具有越南政

府核准設立「全功能執照」分行的美國華資銀行。建華銀行從台灣到美國，再到越

南的建構模式，期望透過美國的子行，以及台灣及大陸地區的綱絡建構關係，提供

全世界往來中大華地區的客戶最佳的金融服務，也藉此提供海外市場的競爭能力。 

台灣民營銀行
建華銀行

美國
遠東國民銀行

越南
胡志明市分行

併購

建華金控

 

圖 4- 4  建華銀行－美國遠東銀行設立分行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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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合資銀行方式進入－國泰世華銀行為例： 

國泰世華銀行的前身－世華銀行在 2000 年時，適逢東南亞金融風暴低價投資世越

銀行，成為目前惟一直接投資越南當地銀行的台灣金融機構。世越銀行是越南銀行第

一家的合資銀行，創立於 1990 年 11 月 21 日，由越南工商銀行（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簡稱 ICBV）以及台灣的國泰世華銀行（當時的世華銀行）於 2000 年 5 月各出

資 50﹪成為越南第一家合資銀行，圖 4-5。越南工商銀行創立於 1988 年，是越南五大

國營銀行之一 。截至 2005 年底總資產達一百一十八兆四千億越盾（約七十四億美元）；

其中放款總額七十七兆越盾（約四十八億美元）佔所有越南整體銀行體系信用市場的

21﹪。其總部設在河內，藉由位於河內及胡志明市兩大主要交易系統提供各式各樣的

銀行服務，分行共有 134 家，150 個交易處，425 個存款櫃台與其它 50 個國家共 775

個金融同業往來帳戶。 

另一方面，世越銀行於 2006 年加入越南自動櫃員機（ATM）跨行系統聯盟，並在

2006 年底設立自動櫃員機（ATM），客戶將可在全越南超過 1,000 台 ATM 領款，成為

唯一設立 ATM 的台資銀行。對於台灣母行－國泰世華而言，由於越南在跨行清算聯盟

保護主義之下，不開放給外資銀行自動化通路，所以很多外資銀行無法提供跨行提領

的 ATM 服務，世越銀行因此優勢更能提供客戶多元服務進而提高該行競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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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世越銀行合資銀行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國泰世華銀行與越南工商銀行（ICBV）各出資 50﹪聯合經營的世越銀行，如圖

4-6，為越南第一家外資與越資聯營之銀行。世越銀行創立於 1990 年，成立之初資本

額僅一千萬美元，至 2007 年底已達五仟五萬美元，總資產由 2000 年的三仟多萬美元，

成長至目前已超過五億美元。 

國泰世華銀行與子行世越銀行策略聯盟，提供其受限當地法令無法提供之額度，

承做外幣資金為主，並可拆放美金資金予世越銀行；世越銀行及越南工商銀行則為主

要越盾提供者，互蒙其利、相輔相成，共同為越南地區的台商、當地國民營企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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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地區之客戶，提供完整的金融服務，亦為越南政府及國泰世華銀行在越發展，創造

多贏局面，未來仍將持續增設分行，加速擴大通路與營運規模。國泰世華銀行與越南

工商合資成立的世越銀行，在國泰世華轉投資事業中每年貢獻的營業利益自 2003 年的

一億一仟六百八十萬元新台幣到 2006 年的三億六仟三百五拾九萬八千元，如表 4-5 及

4-6 所示為國泰世華銀行轉投資之世越銀行自 2003 年到 2006 年間其資本額、資產總

值、負債總額、淨值以及營業利益皆呈現逐年向上成長之趨勢，顯示國泰世華銀行藉

由投資世越銀行進入越南金融市場的策略是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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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國泰金融控股有限公司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國泰金融控股公司年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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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國泰世華銀行轉投資世越銀行事業貢獻狀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資本額 資產總值 負債總額 淨值 營業利益 
2003 679,800 6,837,391 5,984,995 852,396 116,804
2004 793,500 7,032,569 6,041,336 991,233 139,572
2005 820,000 7,916,758 6,842,111 1,074,647 218,197
2006 1,118,158 11,101,856 9,543,651 1,558,205 363,598

    資料來源：國泰金融控股公司年報（2003~2006） 

  根據國泰金控年報中顯示國泰世華銀行投資世越銀行之投資金額與投資收益自

2003 年至 2006 年四年間之成長情況說明如下： 

表 4- 6  國泰世華銀行投資世越銀行之投資金額與投資收益狀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原始投資金額 持股比例 帳面金額 認列之投資收益 
投資收益／

投資金額 
2003 381,459 50﹪ 437,211 40,854 11﹪ 
2004 466,645 50﹪ 500,047 43,760 9﹪ 
2005 466,645 50﹪ 537,398 76,569 16﹪ 
2006 629,895 50﹪ 753,774 111,103 18﹪ 

資料來源：國泰金融控股公司年報（2003~2006） 

  國泰世華銀行轉投資越南的世越銀行其間為業務發展之需，共增資二次：分別在

2004 年經我國財政部核准現金增資美金 250 萬元以及 2008 年 3 月 31 日公告對轉投資

之世越銀行增資 1000 萬美元。由於越南央行希望銀行資本額能逐步達到六千五百萬美

元以上。截至目前為止（含此次增資）國泰世華銀行累積出資金額已達 3,760 萬美元，

出資比例仍維持 50﹪。世越銀行資本額在這次增資後可達到七千五百萬美元，國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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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銀行希望透過世越銀行可以每年開設四到五家分行。3 

三、以設立辦事處方式進入－上海商業銀行為例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 1915 年創立於上海，由銀行家陳光甫先生發起的純民營銀行，

以「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發展國際貿易」為行訓。1949 年隨政府遷移來台後，

即積極籌措復業。1964 年奉准復業後，1965 年於台北市館前路正式對外營業，成為唯

一自大陸遷台復業的民營銀行。該行在台復業初期，經營作風保守，至 1982 年營業單

位僅有營業部、國外部、儲蓄部、高雄分行及城中分行。1983 年起在榮鴻慶先生的領

導下，繼續秉持「服務社會」之宗旨，以「處處為您著想」和「溫心、輕鬆、尊重」

的服務理念，積極研發創新、加速業務自動化以提昇服務品質。並成立上海商業儲蓄

銀行文教基金會以回饋社會，整體形象大幅提昇、業務迅速成長。 

2006年 3月 16日上海商業儲蓄銀行正式於越南同奈省邊和第二工業區設立代表人

辦事處，這是上海商業儲蓄銀行創業九十一年以來，第一個直屬的海外分支機構，特

別的是，上海商業儲蓄銀行越南辦事處設在同奈省，鄰近胡志明市，而非設在胡志明

市或是河內省。 

根據上海商業儲蓄銀行總經理陳逸平表示(2006)，目前本國銀行在越南共設立了六

家分行及九家辦事處，另外還有一家子銀行，以及一家經由子銀行在越南設立的分行，

這些分支機構主要集中在南越的重鎮胡志明市。而上海商業儲蓄銀行之所以選擇在同

奈省設立辦事處，主要基於策略的運用，由於越南中央銀行對於外資銀行申設分行採

取區域平衡的政策，目前台資銀行在胡志明市已有 6 家分行及 6 家辦事處，如在胡志

                                                 

3 工商時報 200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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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設辦事處要爭取升格為分行的機率並不大，所以該行選擇在鄰近胡志明市的同奈

省設立辦事處，這也是本國銀行第一家，朝在越南當地設立分行前進（胡秀珠，2006），

另外，由於台商前往同奈省投資的金額已躍居越南第一位，超越胡志明市，包括台塑

集團、錸德、味丹、三陽機車、台南紡織、大亞電線電纜、建大橡膠等國內知名大廠

都已前往同奈省投資，逐漸產生了群聚的效果，將可有效掌握台商上下游現況。  

透過設立同奈辦事處將有助於上海商業儲蓄銀行蒐集當地商情、客戶諮詢服務、

市場調查以及和主管機關及同業維持關係，包括：（一）傳回母行之資料，包括每月書

面報告予母行內容包括：（1）申設分行之準備進度；（2）越南當地最新商情資訊之細

介紹及分析，並於每月全行行務會議中以口頭報告方式向全行經理人報告；（3）上月

所參加的活動記錄，包含人、事、物等詳實記載。另有每週週報：工作日誌，詳載每

日拜訪當地台商之行程並隨時將當地台商需求傳回總行相關部門，儘量予以協助或轉

介當地台商予本國國內分行。既可收集一手的資訊更可拓展新的客戶資源。（二）提供

予越南央行資料：每半年提供在越南當地活動之摘要有那些對越南有利的活動。有利

台灣母行瞭解越南當地政府政策及經貿商情發展狀況。如同董事長榮鴻慶先生表示在

「立足台灣，布局全球，永續發展」的既定策略下，未來將計劃陸續在香港及新加坡

等地設立服務據點，提供台商完整的國際性金融服務，朝向成為亞洲區域性銀行邁進。 

第四節 各種模式之比較 

由前述之內容提出我國銀行進入越南銀行業的四種運作模式，從各模式的運作方

式來看，國泰世華銀行旗下之合資銀行－世越銀行的模式應該會比較有效率，因為在

台灣及越南二個主要據點都有具股權關係的主體，雙方皆持有 50%的股權，對於國泰

世華銀行而言，不論是在經營決策、盈餘分配、營運競爭策略、及取得越南政府同意

設立分行的優惠條件皆較一般外國銀行分行設立的速度要快且容易得多。這點可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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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世華銀行年報數據也顯示出此模式從 2000 年運作至今，已頗具成效。其他模式皆是

透過台灣母行向越南政府申請於當地設立海外分支據點，以致於營運靈活度不及世越

銀行。 

慶豐銀行與建華銀行運用在越南當地設立分行的模式設置海外分支據點，然而慶

豐銀行是第一家 100%我國資本進入越南設立分行的銀行業，該行隨著我國政府當時推

動的南向政策優勢進入越南，根據分析，該行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當地台商金融業務服

務，處理資金流動的需求，因此著重於台灣和越南分行之間業務的往來，其營運模式

就不像國泰世華之子行世越銀行或外商銀行擁有一個完整的營運體系。而建華銀行則

是迂回進入的另一種模式，該行運用旗下子行－美國遠東銀行的關係進入越南市場，

運用該行具有經美國聯邦儲備理事會認證的亞洲金融機構的地位，成為「美越貿易協

定」（BTA）簽署後具有越南政府核准設立「全功能執照」分行的美國華資銀行，有

別於我國其他銀行同業，或許可運用美國子行之利獲取一些便利性。 

至於上海商業儲蓄銀行則是在越南設立辦事處模式的代表，此為一般進入海外銀

行的第一步，雖然獲得越南政府同意設立辦事處，但顧名思義辦事處無法提供金融業

務，換言之，無法藉此進入越南市場，僅能透過辦事處蒐集當地商情、客戶諮詢服務、

市場調查以及和主管機關及同業維持關係。不過，上海商業儲蓄銀行有別本國其他同

業，成為本國第一家在同奈省設立辦事處的銀行，未來，該行或許可運用當地辦事處

之關係獲得分行之設立。 

以上為我國銀行業前往越南設立海外分支據點的三種模式，三種模式固然各有特

色，但就金融業海外分支設立的運作模式而言，尚顯得不足。若從國外外資銀行－匯

豐（HSBC）銀行的例子來看，就可以發現該行在越南市場的運作策略是多元化的，涵

蓋母行、子行、分行、辦事處以及參股和全資的關係。除了建立自身的營運體系外，

也參與任何可能的策略聯盟和參股當地銀行，像是匯豐曾入股越南第三大股份制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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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科技及業股份銀行（Techcombank），也投資當最大保險及金融服務商－越南保

險（Bao Viet）的機會，並且，在 2008 年 3 月獲得越南國家銀行批准在越南當地註冊

為外商全資擁有的銀行（百分之百外資銀行），在當地註冊的名稱為「匯豐銀行（越南）

有限公司」，總部設於胡志明市，由匯豐銀行百分之百全資擁有，屬於首批在越南當地

完成註冊的外資銀行，藉此期望擴大在越南市場的影響力。 

匯豐銀行目前在越南共有 2 家分行及一個辦事處，分別為河內分行、胡志明分行

以及芹苴辦事處。匯豐銀行之所以是首批越南國家銀行核准於當地註冊的全資外商銀

行，可以追溯早在 1870 年，匯豐銀行就在西貢的胡志明市開設第一個辦事處，到了 1995

年，滙豐於胡志明市開設第一間全面服務的分行，2005 年，滙豐於河內開設第二間分

行以及芹苴市設立委代表辦事處。匯豐銀行在越南的分行一年的營收可達一千二百萬

至一千六百萬美元，由於匯豐銀行越南相中台商在越南發展的前景，更在越南分行設

置台商業務小組，主要業務單為位均有會說中文的業務代表，欲與台灣的銀行一較高

下，搶攻台商業務。匯豐銀行除了深耕越南當地市場之外，在參股的策略上也沒有缺

席，2007 年 7 月 6 日，滙豐銀行以＄成功收購越南第三大股份制銀行 – 越南科技及商

業股份銀行(Techcombank)15%的股權，截至 2007 年 12 月止,該銀行的註冊資本超過

25,000 億越南盾,總資產達 400,000 億越南盾,員工達 2,900 人。目前，滙豐是越南最大

外資銀行。滙豐也是首批被允許增持當地夥伴銀行股權的外資銀行之一。和其他地方

的滙豐不同，由於越南人生活水平較低，所以越南滙豐側重於借貸服務，而非如其他

地方所著眼的個人理財。此外，滙豐於越南的信用卡業務也較為簡單，只設有普通卡、

金卡和附屬卡。 

  由於各銀行業者其進入策略及所具資源不具相同，因此本研究推論其原因可能於

本國銀行資本額相較其他國外外資銀行而言，具有某種程度的差異，且根據上海商業

銀行駐越經理表示，台資銀行主要著重企業金融(only)，除世越外幾全以台資企業為目

標客戶。歐美澳銀行除經營現有據點 外，採取合資(目前依持股比例僅算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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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為近年之策略目標。其原因乃越南承諾允准美國及其他國家銀行自 2007 年 4 月 1 日

起，將可在越南境內設立全外資的子公司，當越南入會時，各外國銀行子公司將比照

越南法人地位享受國民待遇，並可受理各越南法人以越盾存款及發行信用卡業務，因

此各大銀行先行卡位，搶佔通路，目前 SBV 已核准 HSBC & Standard Charter Bank 設

立子行。而本國銀行為何不循同樣模式？原因為 SBV 嚴選對象，依 2007 年 4 月 20 日

Decree No. 69/2007/ND-CP 份所提修正法案，對於購買本地銀行股份之外資信用機構明

定：  

投資者條件： 

1. 資產總值達美金 200 億以上。(見表 4-7) 

2. 績優之世界銀行排名。 

3. 優良財務狀況及管理能立。 

4. 承諾提供技術、訓練及新種服務，以支持被購買標的銀行。 

被投資條件： 

1. 法定資本達越幣 10,000 億(約美金 6300 萬)以上。 

2. 強健之財務狀況及良好管理能力。 

3. 最近兩年未受國家銀行處罰。 

表 4- 7  我國赴越營運之銀行業之資產總額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我國銀行 資產總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2,022,346 
  第一商業銀行     1,751695 
  華南商業銀行 1,731,748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1,536,090 
  國泰世華商業銀行  1,282,970 
  台北富邦銀行     1,203,562 
  玉山商業銀行 81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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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 608,213 
  慶豐商業銀行 93,446 

資料來源：中央銀行 

註：基準點 2008 年 2 月；美元兌台幣為 1：30 

依上述條件，目前現有股份制商銀均未達最低資本額要求，且條文中限制單一外

資持股不得逾 10%，持股後五年內不得出售，相當幅度已限制外資入股後主導營運機

會，此舉對一般性外資信用機構採入股方式進入本地市場似已築起障礙，惟部份跨國

性銀行如 HSBC、Standard Charter Bank、CITI 等，在覬覦越南消費金融市場巨大潛力

情況下，仍積極進行入股本地商業銀行行動。面對著越南政府外國銀行投資法案規範，

本國銀行其資本條件就不較國外外資銀行具有優勢。綜合上述，將三種模式列表比較

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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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各種營運模式之比較 

  外資設立模式 

項目 外銀分行 合資銀行 
百分百外資銀行

（子行） 
代表人辦事處

代表案例 1. 慶豐銀行 
2. 建華銀行 

世越銀行 匯豐銀行 上海商業儲蓄銀

行 
可承作融資額度 以母行資本額之

15﹪為限 
合資銀行資本

額 15﹪為限 
子行資本額 15﹪
為限 

不可承作 

可承作業務範圍 （1）各類存款業

務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

款定期存款；

（2）外匯業務 
匯兌、 

光票託收 
（及買入）；

（3）進出口業務

開狀、D/A、

D/P 託收； 
（4）放款業務－

進出口融資、

週轉性融資、

設備資金貸款保

證 

與越南當地銀

行相同。 

除與外國銀行分

行相同業務 
（1）~（4）之外； 
另可承作 
（5）其他應付公

眾資金； 
（6）零售銀行業

務：如提供

所有類型貸

款，包括消

費信貸、抵

押貸款、商

業交易的代

理融資。 
（7）信用卡業務 

提供各項金融資

訊與諮詢服務、

協助廠商拓展海

外業務。 

可收存款額度 依時間表而定：實

收資本額之 650﹪
（2007） 
800﹪（2008） 
900﹪（2009） 
1000﹪（2010） 
國民待遇（2011）

享有當地國民

待遇 
享有當地國民待

遇 
不可收受存款 

法定註冊資本 1500 萬美元 1 兆越盾 1 兆越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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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可經營業務 
 投入資本相對較

低 

 較易本土化 
 增設分支機

構快 

 業務較多元化 
 可兼及 retail 
 增設分支機構

快 
 豐富全球佈局

之經驗 

 投資風險低 
 可熟悉當地市

場及法令 

缺點  不易本土化 
 以 wholesale 為

主 
 單一據點 

 投資風險高 
 主控性不完

全 

 投資風險高  未能經營業務

註：匯率基準：美元：越盾=1:1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