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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經濟附加價值 

EVA®源自於剩餘利潤(Residual Income， RI)的觀念，是由 Stern 

Steward & Co.財務顧問公司於1989年推出用於衡量企業經營績效的財

務指標，由於傳統財務績效衡量指標受限於一般公認會計準則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規範，忽略了股東權

益之資金成本，因此取得的資訊無法完整傳達公司實際的經營狀況，

公司導入 EVA®後，可以將股東利益與經理人績效相結合，在投資人

與員工均有公司盈餘大於資金成本時，才可賺得經濟利益的觀念下，

EVA®漸為全球各企業採用作為績效衡量的工具。經濟附加價值的公式

如後： 

經濟附加價值(EVA®) 

=期初投入資本*(投入資本報酬率 ROIC - 加權平均資金成本 WACC) 

=稅後淨營業利潤（簡稱 NOPLAT）- 資金成本（資本總額＊WACC） 

銀行業在採用 EVA®時，有相當多不同於製造業之處，此緣於一

般產業著重在實體資產的投資，搭配研發產銷運作以求獲利，而銀行

業主要係吸收存款戶之資金來從事放款等營運活動，存款係其營運項

目而非融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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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個案有關EVA®之演練及運用，主要係遵循Copeland (2000), 

Valuation : Measuring and Managing the Value of Companies 第 21 章

Valuing Banks 關於外部評價銀行之建議架構。本論文將於第四章專章

介紹建構符合銀行特性之 EVA®績效衡量指標，並將研究心得彙整比

較銀行業採用 EVA®與一般製造業差異之處，再以個案公司近五年之

EVA 作演練比較說明。 

 

第二節 企業價值 

    本研究在企業價值評價方面，主要參考吳啟銘(2001)的企業評價。 

企業具有營運好的企業(Good Business)、表裡一致的經理人(Good 

Manager)、良好的盈餘品質(Good Quality of Earnings)，才值得進一步

評價，如果再加上市場價值被低估(Low Price)，則即為可買進持有之

長期投資標的。 

如何判斷是營運好的企業，即公司 EVA 高，企業盈餘具可維持性

(Sustainable Earnings)，在賺取正的超額報酬下，繼續成長。 

如何判斷是表裡一致的經理人，即誠實、有願景且有執行力，以

股東杈益為依歸，做對三大財務決策。 

企業財務決策可分為三大決策：1.投資決策；2.融資決策；3.股利

決策，三大財務工具屬於企業經營者與外部投資人溝通的信號，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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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對決策有助於改善認知差異，自然企業價值得以提昇。有關檢視

本研究個案之財務決策，將於第五章說明。 

 

第三節 花旗策略改變以維持獲利成長動能 

花旗集團的跨業經營金控架構原為台灣各金控公司追求的典範，

但近來花旗的經營策略卻有重大轉變，如將旗下保險業務部門賣給大

都會人壽(MetLife)，另以其資產管理公司交換投資業者雷格梅森公司

(Legg Mason)的證券部門及股票，其中策略的轉變對台灣金融業者有何

啟示？ 

本研究搜集有關資訊，歸納出下列結果： 

一、 銀行利基─花旗追求的盈餘應為穩定且可預測得到的： 

1. 扮演通路平台的功能： 

相較於保險業及證券業，銀行業的獲利較為穩定，尤以保

管(Custodial)、信託(Trust)、現金管理帳戶(Cash managent)、銀行

保險（Bancassurance）等賺取手續費的業務為然，銀行扮演通

路平台的功能，具備利潤高且耗用之風險資本低等獨特利基。 

2. 發展高利差的產品，複製獲利模式至具潛力區域： 

花旗集團近年來偏重以「信用卡」或「小額融資」等利差

較大之消費金融業務，信用卡業務的市佔率高居全美第一。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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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開發國家的市場已趨飽和，但如能複製此獲利模式至新興

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陸)，則獲利動能將源源不絕。 

3. 金融產品的協銷(cross selling)效率驚人 

就外銀跨國經營而言，以全球性及整合性的大中華區之平

台，輔以國際性之專業人才，發展利基業務，如投資銀行顧問

(包括 M&A、協助企業發行 GDR 及 ADR 等業務)、跨國界的

現金管理(cash management)、私人銀行業務及保管業務；不但

提供客戶高附加價值的服務，且因達經濟規模，如一個金融商

品可銷售數十國，而使單位成本大幅降低。 

4.  IT 資訊的深化及靈活組織策略 

     IT 的投資如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ing)及客戶關係管理

系統(CRM)，即時有效地找到有需求的客戶，而避免散槍打

鳥、徒勞無功且騷擾客戶；至於組織策略則如採矩陣式且由產

品線主管主導，而非 general management 主導，以求快速決策，

推出符合客戶需求的金融服務及商品。 

二、 擬定策略─考量資本要作最有效運用，須將資源集中在「做最懂

的事，做最好的事」上： 

1. 購併或增資以複製獲利模式： 

花旗擬計畫在五年內使其獲利達 500 億美元，做法是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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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在全球獲利排名在前的幾個地區之分行業務，增加投資及

資源，透過自發性的成長或購併，來大幅提升獲利總額。 

此由花旗於 2004 年 6 月以 27 億美元購併南韓之第六大

商業銀行韓美銀行（KorAm Bank），且在 2005 年底傳出花旗

擬以人民幣 241 億元 標下大陸廣東發展銀行，積極在 GDP

成長高的國家佈局，可以證明。 

2. 分割或出售難以達成綜效的部門： 

     由於美國目前的壽險公司一直在兼併中，而花旗旗下的

保險事業客戶多處於美國東北部，美中、美西之市占率低，

又不如 AIG 的保險客戶係分佈全球，如要作大達經濟規模，

勢必須購併其他保險業者，尚需投入鉅額資本；但在考量美

國保險業因業務特性受相關法規的投資限制，收益一直不如

銀行業(如圖 2.1)，以 2004 年度獲利為例，保險部門佔花旗集

團全體獲利比重僅約 6.3%，因此最後決定將保險業務部門賣

給大都會人壽，以利專注在銀行業務。 

     花旗已不再將其侷限為保險商品的提供者(Maker)，而轉

與大都會人壽敲定一項十年協議，即透過花旗集團旗下包括

銀行、證券在內的各銷售管道，經銷大都會的產品，以賺取

手續費或佣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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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004 年美國大型銀行集團與保險集團之 ROE 與每股

盈餘成長率(2000-2004 年)的差異性比較圖 

 
資料來源：日本「金融財政事情週刊」Mar.7,2005 

 

花旗集團預估出售旗下的保險公司和年金部門將使其

2005 年度的稅後淨利增加近 20 億美元。此外，115 億美元的

售價約為被切割出售的保險部門預估 2006 年獲利的 12 倍，

且為該出售部門資產價值的 1.54 倍，實有利集團經營資源的

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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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旗集團在不斷變化的環境中，為股東創造最高效益： 

從以下 1999 年至 2003 年之 ROA 觀察(表 2.1)， 花旗的獲利

相當穩定。 

表 2.1：花旗集團與其競爭對手之 ROA 比較(1999-2003 年度) 

  
1999 
年度 

2000 
年度 

2001 
年度 

2002 
年度 

2003 
年度 

花旗集團(Citigroup) 2.22% 2.34% 2.08% 2.08% 2.08%

摩根大通集團 

(JP Morgan Chase & Co.) 
2.07% 1.22% 0.37% 0.33% 1.30%

匯豐集團(HSBC) 1.40% 1.43% 1.16% 1.27% 1.24%

瑞銀集團(UBS) 0.83% 0.94% 0.54% 0.38% 0.60%

資料來源：2000-2004 年 7 月號英國銀行家雜誌(The Banker)之報導、

日本「東洋經濟週刊」Oct, 2004、一銀產經資訊第 478 期.   

 

第四節  國銀追尋獲利典範 

本國銀行在追尋花旗獲利典範的過程中，茲分別以以銀行為主體

之金控透過整併、財富管理業務被視為未來銀行之利基、積極拓展兩

岸三地之商機三方面來探討： 

一、 以銀行為主體之金控透過整併，為股東創造最高效益： 

1.自金控公司成立後，台新金合併大安銀行、中信金合併萬通銀

行，在快速整合後(如圖 2.2)，充分發揮銀行部門的價值，本

論文將在第三章「探討金控個案獲利成長的動能」進一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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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金控整合三層次 

 
資料來源：台新金控研討會 

2. 在各金控加速合併之際，第一金控卻傳出處分子公司案，引

起高度矚目。第一金以現金 84 億元、每股折合 38.182 元價格

出售100％轉投資的子公司─明台產險持股予日本第二大保險

集團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公司，此創下國內金控子公司退出

金控的首例。 

  第一金總經理趙元旗強調，出售明台後，第一金控將不再處分

其他子公司，未來將集中在銀行、證券及投信三大核心業務。 

二、 財富管理業務被視為未來銀行之利基： 

美林集團發表「2004 年度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台灣富裕人士

計有 5.2 萬人(美金約 100 萬元)，比前一年增加了 4%。「2005 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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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亞洲財富大調查」中表示，預估未來亞洲富裕人士的財富，

還會以每年 8%的速度成長。中信銀零售金融總經理周榮生表示，

2004 年台灣的財富管理市場獲利成長達 26%，預期未來三年每年

有 20%的成長空間。凡此皆顯示財富管理業務大有可為。 

銀行在發展財富管理業務方面(如表 2.2)，有其優勢，在於可

同時經營客戶資產與負債，由於其實際掌握客戶金流，因此可以

為客戶量身訂作資產配置計畫，並充分發揮通路的優勢，代理銷

售國內外基金、連動債、保本型及保險等商品。 

表 2.2：銀行與券商財富管理特色比較 

比較項目 銀行 券商 

優勢 掌握客戶金流 商品自製能力 

銷售商品類型 

信託、保險、國內外基

金、外匯、連動債、

保本型商品 

認購權證、REITs、 

期貨、選擇權、債券、衍生

性金融商品 

理財特色 保守穩健型 積極、較能承受風險型 

服務據點 以銀行通路為主 以券商據點為主 

資料來源：寶來證券及本研究整理       

以僑銀再造為例，在 2005 年中寶來集團入主後，積極與紐約

人壽合作推展銀行保險業務，在二個月內即熱銷 3.2 億元，業績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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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率高達 150%。財富管理業務之手續費收入明顯成長。 

而中信銀的財富管理業務，於合併萬通銀行後，在國內更是

舉足輕重，中信銀在 2004 年度之 VIP 客戶成長率逾 20%，截至

2005 年 9 月，中信銀客戶資產規模在 100 萬元以上者約 20 萬人，

在 300 萬元以上者約 9 萬人，在 1,000 萬元以上者約 1.3 萬人。而

國內銀行所掌握的 300 萬元以上財富管理客戶數，約為近 60 萬

人，中信銀市佔率即佔 15.3%。 

中信銀零售銀行事業處黃思國資深副總於 2005 年 11 月第 11

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時指出，中信銀對財富管理經營成功要素

有下列思考方向： 

1. 更有效率的客戶區隔與管理。 

2. 以客戶關係為導向，以經營之客戶資產(AUM)取代交易多寡來

衡量績效。 

3. 聚焦客戶需求的理財規劃服務，以量身定作與制式包裝雙管齊

下。 

中信銀為深耕財富管理業務，打造下列基礎建設(如圖 2.3)，

以使業務可長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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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財富管理基礎建設圖 

 

 資料來源：中信銀於 2005 年第 11 屆兩岸金融學術研討會簡報 

 

三、 積極拓展兩岸三地之商機： 

    依世界銀行發佈「2006 年全球經濟展望」，再次肯定中國大

陸經濟未來十年都將扮演全球經濟龍頭地位觀之，大陸的確是諸

多外銀擬複製其經營獲利模式的最佳選擇地區之一。 

而在兩岸談判尚無突破性進展之前，本國銀行在大陸的辦事

處迄今無法升格為正式分行，商機亦隨之拱手讓人，為減輕此衝

擊，我方政府於 2002 年 8 月修訂《兩岸金融業務往來辦法》時，

加了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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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許台灣的國際金融業務分行(以下簡稱 OBU)對大陸的台資

企業，進行授信融資。 

2. 准許台灣的 DBU 及 OBU 與大陸的銀行(含外銀與中資銀行)

進行通匯。 

3. 准許台灣的 OBU 對大陸的台資企業，提供「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 

茲將目前本國銀行拓展大陸台商業務之 SWOT 表列如後： 

表 2.3：本國銀行拓展大陸台商業務之 SWOT 

優勢 (Strengths) 劣勢 (Weaknesses) 

 
1. 瞭解客戶，掌握客戶業務需求

及可能授信風險。 
 

2. OBU 服務在兩岸通匯及理財
頗具成效。 

 

 
1. 以 OBU 對大陸台商貸款，風

險高於獲利。 
 

2. 欠缺如花旗、匯豐等外銀之兩
岸三地平臺，以提供台商便捷
服務。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 與外銀或大陸銀行策略聯盟，

以留住客戶並增加利息收入。
 
2. 購併香港中小型之銀行，以期

享有 CEPA 之優勢，至大陸拓
展據點更迅速。 

 
3. 爭取法令許可，參股大陸商業

銀行。 
 

 
1. 台商客戶為外銀及大陸之銀行

所搶佔。 
 
2. 大陸開發銀行貸款予台商的示

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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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會主委龔照勝於 2005 年 9 月表示，金管會主張開放本國

銀行參股大陸銀行，可直接吸收人民幣存款、進行同業拆借，投資

風險僅限於出資資本額，又無債留台灣的疑慮，讓本國銀行在 2006

年大陸進一步開放銀行業投資限制前，可展開布局及介入大陸金融

市場。 

龔照勝認為台灣銀行業的規模與人才團隊，無法參股大陸四

大銀行及二級銀行，如浦東銀行等，但可從城市銀行處切入，其投

資額及需要的專業團隊，台灣前幾大績優銀行都可符合；且目前大

陸有意借外資經驗進行金改，又要開辦十個試點銀行給民間經營，

正是台灣銀行業可介入的時點。 

入股大陸城市銀行，可以消費金融、信用卡業務為優先，既

不擔心客戶流失問題，也可將台灣消金經驗複製至大陸，此正與花

旗之策略模式不謀而合；企業金融方面，則是合作台商徵信部分。 

惟金管會此項建議，至目前為止尚未進行跨部會討論達成共

識，故尚未形成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