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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程度對銀行經營績效之影響 

—以台灣本地銀行為例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 

台灣已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成功入世，正式成為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會員，對於入世之後將面對的衝擊，各相

關產業已早有準備，其中除了製造業因其產業環境早以與國際接軌、因而

入世對其影響不大之外，但台灣的服務業競爭力並不強，因此均將面臨許

多挑戰。 

台灣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比

重已達 73.56％，1在金融服務業（financial services）又是服務業部門當中

最重要的旗艦產業，其業務範圍涵蓋銀行、保險及證券等。由於金融服務

業扮演資金仲介者的角色，因此對國家經濟整體發展很重要，因此在所有

服務業中，政府對金融服務業的管制程度最深，法規規範也最為嚴格。舉

例來說，台灣至 1991 年才開放民營銀行設立，在過去，金融法規的保守

且國內金融市場多為老銀行所主導。為加入WTO，政府努力進行金融法規

鬆綁，但政府的管制與干預乃使台灣金融業難與國際競爭力劃上等號，這

也是我國金融服務業在提升國際競爭力上必須思索的首要課題。 

為因應未來金融國際化環境的變化，台灣金融業者已漸加強與外國金

融業者的策略聯盟，而世界各國也逐步撤除其金融服務業的貿易障礙，有

助於台灣銀行國際化的拓展。因此可預知台灣銀行業將因加入 WTO 後參

                                                 
1 依行政院主計處 2005 年的統計資料，服務業佔GDP比重為 73.56%，金融及其輔助業、保險業、

證券及期貨業合計佔GDP比重為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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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金融市場更加頻繁，而瞬息萬變的國際金融市場增加了經營風險，

由於金融服務業與一國經濟發展有密切之連結，故 WTO 會員對於外國金

融服務業在其國內設立商業據點之行為，多半採取較為防衛的態度，在法

規或行政行為上常會加以多重的規範與限制，因為國際金融服務業貿易上

常發生商業據點設立權（right of establishment）及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之衝突爭議。為此服務業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因此訂定了商業據點呈現（commercial presence）之跨

國服務業模式，要求各會員允許其他會員國自由予其國內市場設立商業據

點。 

卡債風暴重創銀行業獲利，利差壓縮亦未見改善，以致於 2006 年在

國內獲利難見好表現，金控所屬銀行紛紛轉赴美國、香港、越南、印度與

泰國等有台商的海外市場發展。中信金、兆豐金聚焦於海外聯貸市場，建

華金深耕大中華地區，預期未來的海外獲利貢獻度能持續提升到三成以上

水準。在各金控卯足全力開拓海外市場下，雖然大陸市場尚未開放，但為

避免錯過商機，各金控紛繞道香港而行，除配合旗下銀行、證券一起到香

港開拓業務外，也與一些銀行合作，以提供台商所需人民幣資金，但後者

作法為避免觸及敏感政治因素，以致進展停滯。中信金擁有最多海外據

點，包括分行及子行合計約有六十多個，含蓋了美、加、日、港、菲、越、

印度及印尼等，成為開拓海外市場的最佳武器，2006 年中信銀較看好的市

場有印度、印尼、日本等，目前這三個市場放款規模占海外分行放款規模

的 15％。中信金控去年海外獲利對整體獲利貢獻度為 15％，展望未來能

提升到三成。建華金控海外發展目標以「大中華地區」為主，多年前領先

同業，前往美國、香港等地開疆擴土，在美國的遠東國民銀行繳出亮眼獲

利成績，2006 年第一季海外獲利達到六億元，預估全年海外獲利比重將可

從去年的 25％，提前達到三成的目標。 兆豐金旗下的中銀，開拓海外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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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市場不遺餘力，在 2005 年大舉搶進海外聯貸市場，使得 2005 年海外獲

利並較前年成長達一倍，預估 2006 年越南、泰國、馬來西亞、日本、香

港、新加坡等地亞太地區都表現良好（邵朝賢，2006）。2據銀行局金融業

務統計輯要之統計資料顯示，2005 年海外分行加上國際金融業務分行

（Offshore Banking Unit，OBU）稅前盈餘達 335 億餘元，占全體本國銀行

盈餘 609 億元的 55.14％。 

信用卡、現金卡雙卡風暴下，獲利大幅縮水，使各銀行積極尋求新獲

利模式，三商銀 2006 年不約而同鎖定提高「中小企業」及「海外分行」

營運目標，三商銀高層指出，比起其他民營銀行或小型行庫，三商銀最大

的優勢就是「海外據點多」，過去海外分行的獲利比重約占總盈餘的二到

三成，但在消金業務發展受限後，三商銀均提高海外分行獲利，並訂出年

度總盈餘的三成五的目標（呂淑，2006）。3

台灣銀行業者海外佈局方向可從銀行局的統計資料一窺端倪。依銀行

局統計，本國銀行單就國外辦事處而言，共有 38 家，其中以越南最多達

九家，其次是大陸達 7 家，再來為香港為 4 家，顯示這三個地方為本國銀

行業者國際化佈局未來加強方向。據銀行局統計，本國銀行海外分行及辦

事處共有 117 處，以美國據點達 25 處最多，其他依序為香港、越南、新

加坡、大陸。據銀行局資料顯示，各銀行紐約及洛杉磯分行多在 1991 年

以前設立，近三年海外分行申請，則以香港、越南地區為主，至於大陸受

限於兩岸金融限制，辦事處遲遲無法升格為分行。 

由於越南並無規定辦事處設置二年方得升格為分行，國內多家銀行有

意在今年申請越南辦事處升格為分行，甚至直接申請分行，例如華銀係申
 

2 邵朝賢，2006，雅虎時報資訊，「國銀海外盈餘去年首度衝過半」 
  http://tw.money.yahoo.com/money_news/060303/213/2wjaa.html。 

3 呂淑，2006，雅虎時報資訊，「金控股：卡債風暴利差壓縮，金控轉戰美、港、越等海外市場

」， http://tw.stock.yahoo.com/xp/20060430/50/I1506241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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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胡志明市辦事處升格為分行，一銀申請位於河內的第二家分行，台北

富邦銀則計畫直接申請設立越南分行。銀行業者表示，大陸地區才是本國

銀行海外佈局的第一選擇，畢竟大陸台商聚集程度最高，加上同文同種，

在發展企金業務之餘，消金、財富管理皆有未來發展潛力。歐洲地區、中

南美洲地區、南亞等地，台商少，且聚集度不高，銀行獲利空間不大，彰

銀、一銀過去就相繼撤回位於歐洲的據點。隨著全球化的時代來臨，產業

基於成本、市場、原物料供應以及追隨顧客等因素遂跨國經營，以追求利

潤、提升競爭力或生存。自 1980 年代以來，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的情況持

續加溫，而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資源及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因此必須仰

賴國外市場，隨著經濟環境快速變遷，使得台灣企業基於產業結構轉型、

開發新市場與接近市場或原料等因素而進行國際化經營。由於經濟環境的

轉變，台灣企業也藉由海外投資或購併等方式建立海外市場，以擴大企業

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展。然而，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由於對新市場的不夠

瞭解，以及文化、種族、風俗習慣的差異以及全球營運控制的問題，都會

使國際化面臨許多挑戰。 

金融業的國際化也是快速的進行中，全球百大銀行如花旗（Citi 

Group）、香港匯豐銀行（HSBC）、美國運通銀行（American Express）、荷

蘭銀行（ABN-AMRO）等都是績效卓著的跨國企業，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

易組織，國內銀行業已加速國際化的腳步，以提升競爭力，例如中國國際

商銀（ICBC）、第一銀行、國泰世華銀行、以及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等銀行

在國際化國外佈局方面也有亮麗表現。 

中國商銀針對國內企業及全球台商所建置的「Global E-Banking」，推展

2005 年底，開戶數已高達 7300 戶（其中香港地區約 880 戶），比去年成長

63％；線上開立信用狀（Letter of Credit，L/C）亦比去年成長 565％；電

子轉帳筆數則較去年成長 33％；在供應鏈融資方面，則高達新台幣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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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則比去年成長 279％，表現相當亮麗。主要優勢來自於該行擁有國

內銀行無法競爭的海外分行優勢，使其服務網可以從東京、大阪、香港、

胡志明、曼谷、馬尼拉、馬來西亞納閩、新加坡以及雪梨、布里斯本等分

行連成網路；而為完成在紐約、東京、倫敦等三大國際金融中心之建構，

並已準備向英國金融主管當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提出代

表處升格為分行的申請。截至 2005 年止該行擁有國外 16 家分行、二家子

銀行（另含四家分行）、三個代表處，海外據點共有 25 個，以建構全球收

付網。此外，華銀與一銀 2005 年海外分行盈餘皆為十五億餘元，據兩銀

行統計，香港分行盈餘約占三分之一，其他則來自於新加坡、洛杉磯、紐

約及倫敦分行（謝奇璋，2006）。4

但是在銀行透過國際來擴充的同時，其經營績效能否隨著國際化程度

提升而提高？會不會因為風險的提高而導致績效的下降，這些都是銀行經

營者、投資者和身為法規制訂者的政府最關切的議題。一般認為，企業透

過國際化，擴大企業規模與業務範圍，注入跨國資源與文化成為國際企業

之後，能增加企業的成長機會及享有規模經濟的優勢，此外，還可分散經

營風險，掌握市場趨勢與研發技術，達到有效利用資源，改善經營績效進

而對企業績效有正面助益。然而，隨企業國際化程度日深，會面對不同且

不熟悉的文化、法規環境與消費商業習慣，以及政治因素與市場競爭等不

確定性狀況，種種負面效果也會影響企業績效。多數學者如 Daniels & 

Bracker（1989）的研究就發現企業增加海外經營能提高資產報酬率和銷售

報酬率等財務績效，然而也有研究發現未進行國際化行為的企業之績效較

佳（Michel & Shaked，1986）。 

 
4 謝奇璋，2006/1/17，工商時報/銀行電子交易專輯 1/A11 版，「全球金融網加持 中銀海外分

行占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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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四十多家銀行的國際化情形如何？其國際化程度

提升的同時有無同時對績效產生正面的影響？亦即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

有無關係？諸等問題均乏全面性、宏觀性的相關研究，為釐清上述問題，

找出答案即為本研究動機。也希望透過本研究能讓產官決策者對銀行國際

化對其績效所產生之影響有更深入之瞭解。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銀行國際化程度的高低對其經營績效

的影響究竟為何。並擬就相關文獻資料的蒐集彙整以了解台灣本地銀行赴

海外設立營運據點的過程、背景，及國內銀行國際化的現況與各家銀行國

際化狀況、程度及未來發展；本研究結果應可提供銀行業經營與政府訂定

相關政策與法規之參考，且有助於決定公部門與民間部門是否應投入更多

資源在國際化的方向與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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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成六大章節，第一章為緒論，係針對銀行國際化的研究背

景、目的、預期成果及研究限制進行說明。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乃針對國

際化及經營績效等相關文獻進行整理，並歸納出國際化指標之衡量方式，

及績效指標之採行，並彙整國際化對績效影響的相關文獻。第三章則是台

灣本地銀行國際化現況之分析，首先就海外分支機構的種類進行說明，再

進入現況的分析。第四章為研究設計，其中對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

實證模型的設定與資料來源進行說明。第五章為實證結果與模型檢定，對

於實證估計結果加以列表說明，並透過計量上的檢定方法來判斷模型是否

設定錯誤、存在有自我相關或共線性。第六章為結論與政策建議，針對模

型估計結果對於銀行國際化對本地銀行經營績效的影響給予結論，並提出

銀行國際化的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本論文研究流程之安排，首先針對國內外有關國際化及經

營績效的文獻進行整理，並歸納出國際化指標之衡量方式，及經營績效指

標之採行，並彙整國際化對績效影響的相關文獻。再者，回顧台灣

2002-2005 年本地銀行赴海外設立營運據點的過程、背景，以及台灣本地

銀行國際化現狀進行說明。在完成現況分析之後，即建立實證模型，並對

研究資料的蒐集與整理、以及基本統計分析。並以模型加以估計，分析、

解釋估計結果，並檢測其他變數是否對台灣本地銀行經營績效造成影響，

結果是否與過去的文獻相呼應。根據模型估計結果，進行銀行國際化程度

與經營績效的結論與政策建議。研究流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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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自 2002 年至 2005 年台灣本

地銀行國際化與經營績效之分析

建立實證模型 

研究資料的蒐集與整

理、以及基本統計分析
 

研究目的：檢驗台灣本地銀行國際化程度對其

經營績效之影響 

國內外有關國際化理

論之文獻回顧 

有關影響經營績效衡

量相關文獻之回顧 

結論與政策建議 

以模型加以估計，分析、解釋估計結果，並

檢測其他變數是否對台灣本地銀行經營績

效造成影響。 

 

 

 

 

 

圖 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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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1. 本研究所定義的國際化係指機構面的國際化，即在兩個以上國家開設

分支據點的行為，對於一般銀行業務上的國際化現象及國際銀行業務

之參與如、OBU 設立、國際的外匯交易清算等，或是經營者的管理

風格、策略及結構是否具有國際化導向，因均屬較間接的國際化或是

資料取得困難，均不列入本研究範圍。 

2. 由於資料庫上的限制，銀行海外據點的資料僅能取得 2001 年 12 月以

後的資訊，加上為避免解釋變數可能具有內生化的問題而導致估計結

果產生偏誤。因此，國際化指標採用前一年的解釋變數資料，故研究

樣本僅能有 2002年至 2005年，而無法針對更長期間的資料進行分析。 

3. 設立海外機構之介定係依金管會銀行局編印之基本金融資料中的本

國銀行在國外設立分行及分支機構統計，海外機構包含香港與中國大

陸。 

4. 本研究僅針對台灣本地銀行國際化程度的高低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

進行分析探討，至於影響銀行進行國際化之原因為何？及其國際化的

決定因素為何？則不在本研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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