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金管會與金融產業間的關係 

 

隨著金融自由化與再管制化的腳步，台灣金融監理制度從九０年代以來進行

多項監理改革，以應付金融自由化與再管制化的腳步，這些改革是為了因應金融

產業的變革而產生的，本節就先將九０年代以來金融產業政商關係與金控公司的

變革作一探討，以釐清金融產業與金融監理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金融產業的變革 

一、政商關係 

在八０年代末期政治上自由化之故，地方派系開始大量掌握省議會，在立法

院中的許多立委也明顯有著政商關係的糾葛，因此這些立委開始扛著「民主化」

的大旗，對財政部進行商業利益的遊說。當時的國民黨因為開始民主轉型，因此

需要透過選舉維持其統治的正當性，以李登輝為主的主流派透過選舉的方式與地

方派系及財團結合，國民黨在政治上獲得這些地方派系及財團的支持，而在經濟

上則回報給這些利益團體新的金融執照。在銀行業方面，台灣一下子冒出十六家

新的商業銀行；在證券業方面，由於過去國家將這些視為特許執照，因此在早期

只有 23 家券商擁有券商執照，但是因為金融自由化之故，從 1988 年開始，財政

部的行政官僚和當時的增額立委修改證交法，開放新的券商成立，但是由於因為

立委的壓力下，券商的設定條件十分寬鬆，因此在開放沒多久以後就暴增到 247

家，且幾乎每個立委幾乎都有設立證券公司在經營，因此證券業和銀行業一樣，

都有著政商關係的壓力促使政府被迫大量開放的特徵。 

在金融自由化開放民間商業銀行成立的過程中，普遍有著政商關係的影子。

而舊有的國家銀行、基層的農漁會與信合社也因為民主化過程中，國民黨為維持

其統治正當性，需要地方派系與財團的支持，因此對於地方派系與財團操控這些

金融體系也採取一種默許的態度。根據黃宗昊的看法，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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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從「黨國體系」中脫離出來，國民黨開始財團化，而整個國民黨財團化的過

程是伴隨著金融自由化所展開的（黃宗昊，2004：52）。國民黨在財團化的過程

中，也開始和地方派系、財團以政治恩惠及經濟利益為結合基礎形成金權統治聯

盟的形式。前者的標的物主要是國民黨內中常委、工商團體龍頭的指派甚至是黨

籍立委的提名；至於後者則是透過黨資與民間部門的合作關係以及經濟自由化過

程中利益的釋放與分配，而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政經利益複合體（張鐵志，1999：

62-92）。 

這種政商勾結下的金融自由化過程沒幾年，台灣就陸續發生一些金融弊案，

從 1995 年的彰化四信案開始，台灣的金融機構開始浮現問題。而在九七東亞金

融危機中，台灣雖然受創不深，但是從就九八年開始，股市中的「地雷股」開始

爆發，如東隆五金、廣三 SOGO、漢神建設等是其中之一的地雷，而這些地雷股

的公司都像銀行質押了相當大比例的股票及不動產當作擔保品，因此這些公司一

發生問題，就使得金融機構的逾放比升高。在 2000 年政黨輪替之後，因為經濟

不景氣使得整個金融產業的情況更加嚴重，到了 2002 年台灣金融機構的逾放比

甚至高達 8％左右。 

面對這樣的局勢，民進黨政府將「金融改革」視為重要的施政方針，民進黨

政府在 2000 年時喊出「希望在 2 年內通過金融改革相關立法，將金融機構的平

均逾放比下降到 5％以下，資本適足率增加到國際標準的 8%以上」的二五八金

改計畫。於是財政部便提出「金融機構合併法」、「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管

理條例」、「金融控股公司法」、「存款保險條例修正案」、「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

案」、「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等合稱「金融六法」的金融法規改革。其中「金

融控股公司法」容許銀行、保險與證券三個行業做同業合併，而「金融機構合併

法」，則成為「資產管理公司」收購及處理不良債權的法律依據，這兩個法律促

進了金融產業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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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進黨政府針對台灣的金融問題提出金融改革的措施，但是這樣的改革

措施只是針對金融問題的制度層面去作改革，但對於另一非正式制度層面的政商

關係卻沒有作根本性的改革。在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國民黨開始轉化為選舉

式的政黨，不再是威權體制時代「黨國一體」的狀況，「國民黨」和「國家」的

概念開始分離，國民黨轉化為一個政治性的利益團體，國民黨開始和財團結合，

向國家展開「尋租」。而國民黨內也成立一個投管會，開始尋找投資的標的，國

民黨透過旗下的七大投資公司以及中華開發，結合民間財團如遠東、裕隆、大同、

永豐餘、台塑、東帝士、和信等大財團，涉入金融、科技和營建等各項產業（黃

宗昊，2004：50）。國民黨在轉型之後的角色，一方面維繫其統治的權力，但是

另一方面也因為和財團過從甚密，引起人民厭惡國民黨在政商關係中所扮演的角

色，因此成為 2000 年政黨輪替的原因之一。 

政黨輪替後，國民黨失去中央政府的政權，在隔年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也

只拿下 68 席，民進黨躍為國會中第一大黨，國民黨只能和親民檔合組「泛藍聯

盟」，方能取得國會多數，國民黨原先對行政、立法部門的掌控能力整個退化，

只剩下在立法院中靠著和親民黨得合作，勉強維持對立法院的影響力。但是政權

的改變，也沒有改變政商關係的糾結，民進黨在 2000 年取得政權之後，取代了

以往國民黨在政商關係中的角色。在金融產業方面，陳水扁總統指派長期擔任民

進黨金主的陳建隆擔任第一銀行董座，指派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的女婿鄭深池

擔任交通銀行的董事長，而其他原來的民間金融集團則透過各種管道向民進黨政

府「輸誠」，如中信、新光、富邦等集團1。 

民進黨一方面進行金融改革打消金融呆帳的問題，一方面卻透過政治權力分

配的方式維持既有的政商關係，國營的金融產業雖然在前一波民營化的浪潮中完

成了大部分的民營化腳步，但是國家仍然掌握了相當大的股份，可說掌握了實質

                                                 
1 如辜家開始進出官邸，並與陳水扁家臣馬永成友好，富邦金則是提供股票、基金帳戶供吳淑珍

炒股。 

 127



的控制權，和未民營化之前沒啥兩樣，根據張晉芬的研究，原屬省府和財政部的

金融機構雖然分別在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年完成民營化，但國家仍持有股份至少

30%以上，對這些機構仍然握有實際的控制權（張晉芬，2001：81）。而有錢就

有權力的特性，使得各政治權力擁有者無一不想掌控資金，有了資金對於掌控地

方派系、財團以及吸引政治伙伴維持政商關係有著莫大的幫助，因此金融部門掌

握大量資金的特性，也就使得任何政治權力的擁有者無不想要掌控金融部門。而

過去許多大型銀行都控制在國家手裡，因此只要掌握國家的統治權，就掌握這些

銀行的資金動用權。雖然在自由化的浪潮中，許多國營銀行完成民營化，但這只

是把官股持有比例下降到 50%以下，實際上政府仍然掌握大量的股權在手上，往

往成為這些銀行中的第一大股東。在這些官股轉民營的銀行中，財政部身為股權

的擁有機關，在金管會成立之前也握有金融監理的行政優勢，因此有著球員兼裁

判之嫌。這些金融機關在形式上屬於民營，因此往往規避掉立法院的監督，使得

哪一個政黨掌握了中央政府，便得以掌握這些官股轉民營的銀行，而民營化後這

種公私部門間灰色地帶的狀況，使得民進黨的政商關係和國民黨執政時期一樣，

有著很大的揮灑空間。 

其實從民進黨政府對於中華開發銀行的態度中可以瞭解，民進黨政府對於金

融改革並沒有根除政商網絡的決心。中華開發在過去國民黨時代扮演著黨營事業

與財團之間的橋樑，可說是國民黨當時的政商網路核心，投資銀行的任務取向使

其與高達 500 多家的企業有著合作的關係（王建民，2004：89）。而中華開發銀

行在國民黨執政後期也扮演著金援經營不善財團的角色，例如安鋒集團、東帝

士、威京集團等。可是等到民進黨執政後，對於中華開發的這層關係沒有進行改

革，反而利用執政的權力，將財政部的官股做為爭奪中華開發的籌碼，和國民黨

舊勢力的劉泰英爭取中華開發的主導權。 

此外，在兆豐金控前身的交通銀行的董事任命上，民進黨政府也有著政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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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影子。在 2001 年之際，頂著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女婿光環的鄭深池，被陳

水扁總統指派擔任交通銀行的董事長，這個決定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當時

的交通銀行的股本有 224 億元，是僅次於中華開發銀行的公有民營投資銀行，長

期擔任政府對國內外重要投資的政策性任務；而長榮集團卻有 25％的債權是向

交銀借的款，鄭深池身為長榮集團的總裁卻一夕之間成為最大債權人的負責人，

利益迴避原則與此蕩然無存，一時之間輿論批為金融史上最荒唐的人事（今週

刊，2001：29）。而在鄭深池掌控下的交通銀行則一路將版圖擴張，將中興票券、

中國國際商銀、中國產物保險、倍利證券等納入旗下，形成一個橫跨證券、工銀、

商銀、產險為一身的大型金融控股集團。在合併這些金融產業時，只有倍利證券

是屬於純粹的民營企業，其他的如交通銀行、中國國際商銀等，政府都握有大量

的股權在手中。民進黨政府將這些金融機構交予親綠的財團取的經營權，其中政

商關係的糾結不言可喻。 

二、金融控股公司 

在過去，傳統的金融監理法規對於銀行的管制首重防弊，因此對於銀行經營

放款以外的業務往往給予很大的限制。此外，在 1995 年時，也曾經有立法委員

為保護銀樓業者，要求修正銀行法第三條第十款，有關經營項目之「買賣金銀及

外國貨幣」予以修正，要求銀行業者不得買賣金銀飾品，將銀行的經營範圍予以

限制（郭承天，陳尚懋，黃宗昊，1999：94）。銀行業就在財政部對於銀行規模

的戒慎與立法院對其他產業的利益保護之中，只能專注於存放款業務。雖然依據

銀行法第七十四條，在主管機關許可之下，允許銀行以轉投資的名義，得以兼營

證券、保險、期貨、信用卡、信託、融資性租賃等其他金融業務2。根據銀行法

                                                 
2
 銀行法 74 條：商業銀行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於金融相關事業。主管機關自申請書件送達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已核准。但於前揭期間內，銀行不得進行所申請之投資行

為。商業銀行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投資於非金融相關事業。但不得

參與該相關事業之經營。主管機關自申請書件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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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允許商業銀行及專業銀行經營信託與證券業務，但其營業及會

計必須獨立3，且另因證券商設置標準第十四條之規定，直營證券業之銀行除自

行買賣政府債券之外，不能同時經營經紀和承銷業務，只能就自營、承銷或自營、

經紀配對業務二者選擇其一（王文宇，2005：251）。 

因此，在過去對於金融業跨業限制可說是非常的大，但是隨著金融自由化的

過程產生了「over-banking」的情況，使得台灣的金融機構過度競爭，金融機構

獲利能力下降，資產品質惡化，逾放比持續攀高，造成經營風險提高，使得台灣

整個金融體系呈現不穩的困境，因此為了解決這樣的狀況，在 2001 年六月，台

灣通過「金融控股公司合併法」，允許金融業可橫跨銀行、證券、保險三項業務

的經營，並在 2001 十一月修正「銀行法」，放寬銀行對金融事業轉投資規定，並

通過「金融機構合併法」，鼓勵銀行、保險及證券業同業合併，期望解決金融家

數過多的問題（表 5-1）。 

金融控股公司法的立法目的，是為了促進本土性金融體系之健全，並解決金

融市場秩序混亂的問題4，因此希望透此法源的賦予，使得國內各金融機構可以

                                                                                                                                            
准。但於前揭期間內，銀行不得進行所申請之投資行為。前二項之投資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  投資總額不得超過投資時銀行實收資本總額扣除累積虧損之百分之四十，其中投資非金融相

關事業之總額不得超過投資時銀行實收資本總額扣除累積虧損之百分之十。 

二  商業銀行投資金融相關事業，其屬同一業別者，除配合政府政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以

一家為限。 

三  商業銀行投資非金融相關事業，對每一事業之投資金額不得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總額

或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五。第一項及前項第二款所稱金融相關事業，指銀行、票券、證券、

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金融相關事業。 

3 銀行法 28 條：商業銀行及專業銀行經營信託或證券業務，其營業及會計必須獨立；其營運範

圍及風險管理規定，得由主管機關定之。銀行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應指撥營運資金專款經營，

其指撥營運資金之數額，應經主管機關核准。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銀行經營信託業務，準

用第六章之規定辦理。銀行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之人員，關於客戶之往來、交易資料，除其他法 

律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對銀行其他部門之人員，亦同。 

4 根據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一條之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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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金融市場健全發展，並維護公共利益，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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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世界潮流提升台灣整體金融業在國際競爭中的競爭力。2001 年金融控股公

司法通過之後，許多金融機構開始依據此法規進行跨業結合，企圖發揮金融機構

綜合經營的效益。台灣的金融控股公司是透過間接方式進行跨業整合，純粹以投

資、控股為業的公司，藉由金融控股公司居中決策及支援調度，將各子公司金融

業務作橫向整合發揮綜效（游美月，2005：47）。 

表 5-1 台灣金融改革法案 
立法通過時間 金融改革法案 改革目標 政策成效 
2001 年 6 月 金融控股公司法 提共銀行、保險、

證券、票券業合

併，以減低交易成

本，發揮綜效 

14 金融控股公司成

立 

2001 年 6 月 票券金融管理法 票券業之監理位階

提高，健全業務經

營，維護票券交易

之正常及投資人權

益 

促使票券業及企業

公布信用評等，提升

透明度 

金融機構合併法 加速提升金融機構

經濟規模及經營效

能 

有大安、大眾、泛亞

等幾家經營不善的

銀行機構被合併，然

整體成效不彰 
另合併基層金融機

構 36 家 

2001 年 12 月 

金融重建基金設置

及管理條例 
成立資產管理公

司，處理不良資產

不良資產處理不佳 

存款保險條例修正

案 
 

存款戶獲得全額保

障 
降低經營者道德風

險 
2002 年 2 月 

營業稅法修正案 將金融機構營業稅

轉為金融重建基金

籌措 1400 億元為金

融重建基金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 建立以不動產為標

的之金融市場 
績效尚未呈現 2003 年 7 月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組織條例 
原屬財政部之金

融、保險、證券及

金檢劃歸金管會管

轄，落實金融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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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強化監理

效能 
農業金融法 成立農業金庫  

資料來源：廖坤榮，2004a：72。 

在金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之後首批成立的金融控股公司達十四家之多，十四家

金融控股公司的主體事業十分多元，其中，以銀行業為申設主體的有八家；以保

險業為申設主體的有三家；以證券業為申設主體的有二家；以票券業為申設主體

的有一家（參見表 5-2）。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法以被合併公司股東出售股票所得以

票面計算，所得稅與證交稅也免徵，金控旗下公司採取連結稅制等間接減稅措

施，給予金融機構成立金控的優惠獎勵。而金控公司最低資本額只要 200 億元，

財政部只作形式審查（林文斌，2007：286），於是一時之間各金融機構無不成立

金融控股公司，併購其他金融同業，以期達到多角化經營的縱合效果。 

而這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截至 2006 年年底之際，全體金融公司資產合計

28 兆 8223 億元，合併資產前三名分別為國泰金控、兆豐金控及第一金控。前五

大的金控公司的資產規模，是後面五家的八到十二倍，呈現出一種大小差距懸殊

的現象（表 5-3）。 

依財政部儲委會（2001：168-176）的研究顯示，在 2000 年涉及金融業經營

的台灣金融集團有 28 家，若排除外商金融集團和非以金融業為主的集團，則 19

家以金融業為主的集團中，國家持股者有 9 家，其餘 10 家中有 8 家為家族控股。

研究報告顯示，這種家族控股金融集團所採取交換持股與董監兼營的方式產生許

多負面影響：（一）在股權結構上易導致非常規交易以圖利關係人；（二）關係企

業之認定在公司法上採取法律所有權多寡而非實質控制權，讓家族控股規避公司

法的規定；（三）兼營的跨業型態易發生業務上的利益衝突；（四）集團內交易缺

乏監理機制易導致風險集中；（五）集團營運複雜將導致利用不同主管機關監督

尺度的差異，進行資產相互轉移，以隱匿風險及虛飾財務報表。這些都是過去金

 132



融體系中的弊病，這樣的家族經營特性到了金融控股集團時代時，一樣將這樣的

特色給保存下來。在台灣十四家金融控股公司中，有三家的最大股東是公股，其

他十一家金控則屬家族控股的型態(見表 5-4)，這些家族透過跨業金融集團的整

併，使得這些家族擁有數千億甚至上兆元的資產可資運用。 

表 5-2 十四家金控公司結構 
金控名稱 申設主體 子公司 

華南金控 華南銀行 華南銀行、華南產險、華南永昌證券、華南永昌投信、華南票

券金融公司、華南金創投、華南金管理、華南金資產管理 

富邦金控 富邦產險 富邦產險、台北富邦銀行、富邦銀行、富邦產險、富邦人壽、

富邦證券、富邦證投信、富邦創投管理、富邦直效行銷、富邦

創投管理、富邦資產管理 

開發金控 中華開發 中華開發工銀、大華證券、金鼎綜合證券 

國泰金控 國泰人壽 國泰人壽、國泰世華商銀、第七商業銀行、國泰世紀產保、國

泰綜合證券、國泰創投、怡泰創投、怡泰管理顧問 

中信金控 中信銀行 中國信託商銀、中信保險、中國信託綜合證券、中信票券、中

信創投、中國信託資產管理、中信保全、台灣彩券 

永豐金控 建華商銀 建華商銀、永豐金證券、建華證券、永豐信用卡、永豐創投、

永豐管理顧問 

玉山金控 玉山銀行 玉山銀行、玉山保險、玉山證券、玉山證券投資信託、玉山票

券、玉山創投 

復華金控 復華證金 復華證金、復華商銀、復華證券、復華期貨、金復華證投顧、

金復華證投信、復華創投、復華資產管理、復華財務顧問 

台新金控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台新票券、彰化銀行、台證綜合證券、台欣創投、

台新資產管理、台新行銷顧問 

新光金控 新光人壽 新光人壽、新光商銀、誠泰銀行、新壽保險經紀人、新光人壽

保險、新壽綜合證券、新光證券投資信託 

兆豐金控 交通銀行 交通銀行、兆豐國際商銀、兆豐產物保險、兆豐證券、兆豐國

際證券投資信託、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兆豐票券金融、兆豐交

銀創投、兆豐資產管理 

第一金控 第一銀行 第一銀行、第一財產保險、一銀證券、建弘證券投信、第一創

投、第一金融資產管理、第一金融管理顧問 

日盛金控 日盛證券 日盛證券、日盛國際商銀、日盛國際產物保險 

國票金控 國際票券 國際票券、國際綜合證券、國票創投 

資料來源：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網站   瀏覽日期：2007/05/16 

http://www.banking.gov.tw/lp.asp?ctNode=1267&CtUnit=483&BaseDS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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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十四家金控公司財務狀況 
金融控股公司名稱    

by Company 

集團合併資本總額  

(95 年 12 月底)    

合併報表     

資產總額 

集團資本適足率   

(95 年 12 月底)    

華南金融控股公司 217,016 1,689,781 112.67

富邦金融控股公司 319,807 1,765,542 164.13

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 211,795 383,544 202.36

國泰金融控股公司 437,775 3,535,313 155.41

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 283,425 1,636,914 121.11

永豐金融控股公司 171,268 1,116,660 133.65

玉山金融控股公司 107,485 724,527 110.35

復華金融控股公司 76,671 428,335 108.23

台新金融控股公司 182,440 2,309,603 98.14

新光金融控股公司 185,335 1,540,755 151.20

兆豐金融控股公司 380,190 2,168,657 110.57

第一金融控股公司 209,025 1,715,554 119.35

日盛金融控股公司 56,003 297,093 111.06

國票金融控股公司 43,998 240,808 153.84

總計 2,882,232 19,553,286

資料來源：金管會銀行局網站 瀏覽日期：2007/05/16 

http://www.banking.gov.tw/ct.asp?xItem=881241&ctNode=1845&mp=7

表 5-4 十四家金控公司主要股東 
金控名稱 主要股東之企業 

國泰金控 霖原集團 

兆豐金控 財政部 

第一金控 財政部 

富邦金控 富邦集團 

中信金控 中信集團 

台新金控 泛新光集團 

新光金控 泛新光集團 

建華金控 建弘集團、潤泰集團、永豐餘 

玉山金控 霖園集團、保誠集團、榮淵投資、歐康投資 

復華金控 光華投資、元大證券、台灣土地銀行、台灣銀行 

日盛金控 日盛集團 

開發金控 中信（證）集團、中國人壽、 

國票金控 國華人壽、耐斯集團、合作金庫、農民銀行 

資料來源：游美月，2005：53；台灣新金融家，2005：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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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金管會與金融產業之互動關係 

一、金管會的監理 

金管會的成立的目的就是為了金融體系的穩定，從歷次的金融危機，金融體

系的脆弱往往會使得「金融中介」機構的失敗，這種失敗又往往會引發骨牌效應，

讓整個金融體系一夕之間崩潰，因此，金融監理管制的意義在於防止一家經營不

善的「金融中介」機構倒閉之後，影響到其他金融市場中經營良好的金融中介機

構。 

過去的監理體制由於無法有效維持金融體系穩定，因此在金融監理改革的過

程中，一元監理的獨立機關的形式是被認為可有效改革過去金融體系弊端最好的

方式，在國家的金融制度改革的過程中，原有的金融體系也在發生變遷，當國家

的金融監理邁向一元化的同時，金融產業開始發展跨業經營的金控公司型態，將

金融機構的業務範圍多元化，考驗金管會對金控公司的監理能力。當初金融控股

公司法通過時，為了因應金控公司的跨業經營型態，立法院在金融控股公司法中

明訂金管會的日出條款，以期金管會的成立得以馬上監督管制金控公司的經營型

態。但是由於政黨鬥爭造成的立法延宕，金管會則是在金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一年

半之後，十四家金控公司都成立之後才正式成立。而金管會成立之後，其監理體

系的性質依然和財政部主管金融監理時期一樣，採取「分業別」的監理，因此恐

難落實對於「跨業別」的大型金融控股集團之監督能力。 

在金管會的組織價架構中，並沒有特別為金控產業設立一個專職監理的局

處，而金管會旗下的銀行局、保險局、證期局在功能職別上各自依循過去在財政

部底下的運作方式，並沒有作一跨領域的組織整合。根據「銀行局組織規程」，

銀行局下設有六個組（見表 5-5），其中第六組的功能為：「負責金融控股公司包

括轄下銀行及票券公司之業務發展及監理、金控集團風險之評估及合併監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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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合、金控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法規」。從這邊看來，銀行局第六組的功能即

是對金控公司的監理，但是銀行局從過去財政部金融局時代，主要負責的業務就

是銀行業的監理，對於票券、證券、期貨等業務則是證期局及保險局的專業，因

此在監理涵蓋銀行、證券、保險於一身的金控公司，其監理效能有待檢驗。 

金管會採用「分業別」的監理方式，除了無法順應銀行、證券、保險三項業

務的跨業金融監理之外，還存有舊有金融法規跟不上現今金融情勢的問題。台灣

的金融改革除了將金融監理制度朝向一元化發展之外，另外就是准許金控公司的

成立，但是在金融法規上，對於銀行法、保險法、票券法等法規上卻沒有同步進

行改革，造成新的獨立金融監理機構，其監理方式卻是依循舊有的法規，這種監

理方式繼續採用「分業別」而非「功能別」，監理法規適用只能從舊有金融法規

中作解釋的方式，將會無法配合金融創新的角度，也會造成金融監理的不公與無

效率，產生「監理套利」（supervisory arbitrage）或者阻礙金融產業發展的情形。 

表 5-5 金管會銀行局負責的業務 
組別 業務執掌 
第一組 銀行與金融控股公司監理法規及制度、銀行與金融控股公司風險管理

政策及發展、銀行與金融控股公司之適足性管理規範、兩岸金融往來

政策及法制。 
第二組 非金控轄下銀行之業務發展及監理、相關子法之訂定、銀行內部控制

及稽核法規。 
第三組 金融重建基金條例、存款保險條例、消費者保護政策制度及公眾教育

之規劃及改制商銀、信用合作社之業務發展及監理。 
第四組 信託、企銀（含改制商銀）、工銀、票券、證券化、信用卡公司之業

務發展及監理。 
第五組 外商銀行監理、國際組織、國際金融制度、國際金融情勢發展及本局

業務之宣導。 
第六組 金融控股公司包括轄下銀行及票券公司之業務發展及監理、金控集團

風險之評估及合併監理政策之整合、金控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法規。

資料來源：金管會銀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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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不同局處掌管不同金融業務，不同金融產業適用不同法規的情況，產生

制度上的不公平競爭，例如金控旗下的子銀行依法不得從事任何轉投資，但是保

險子公司與證券子公司就可以從事其他投資；又如中信集團利用旗下中壽公司的

壽險資金入主開發金控，逃避金融監督也是會形成不公平的競爭。還有，例如銀

行局要求銀行、金控的資本適足率要符合巴賽爾協定，銀行及金控的逾放比要定

期公布，且對於受到處罰的金融機構也會定期公布名單，但是對於保險業而言，

保險局對於保險業的資本適足率等項目就沒有要求公開，因此極容易讓有集證

券、銀行於一身的金控公司得以利用此漏洞作帳，逃避金管會的監督。 

對此，金管會的因應措施則是建立一個申報的單一窗口機制，採取部分分業

別、部分功能別的監理機制，銀行局的官員指出： 

我們現在都建立了一個機制 ，基本上金控的投資案都是要向單一窗口提出

申請，都是要向銀行局提出申請，因此金控的任何投資案一定要到這邊來，

然後要洽會其他兩個業務的局處意見，接著 combine 在銀行局底下，再由

銀行局提報到委員會討論，所以現在應該不會有各自為政的問題存在，這個

問題應該解決掉了。 

此外，我舉富邦金控當例子好了，它的銀行跟金控母公司的監理，是由我們銀

行局在做監理，但是富邦的產險跟人壽的業務，都是保險局在做，而它的投信、

投顧，則是由證期局在做，因此也是有這種功能別的機制存在，不是全部都是

交由我們銀行局六組來做，還是有部分功能別的存在。像復華金控底下就有九

家子公司，富邦底下就有七、八家子公司，並不是說全部的監理業務都塞著我

們銀行局這邊，也是會有依照某些分工，有些在證期局，有些在保險局（訪談

稿：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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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金融產業合併案例 

（一）、金管會成立之前 

由於過去金融產業過度競爭，金融機構規模過小，在全球化時代中，根本無

法與與國際金融機構競爭，因此財政部為了因應局勢就著手推動金融整併的工

作。財政部企圖透過金融產業合併降低家族持股，並藉由金控法建立集團內防火

牆以及透明化內部資訊揭露，迅速整併不同業種以達到擴大規模，產生綜合效益

（彭金隆，2004：32）。可是在金管會未成立之前，就發生數起因主管單位不同

產生監理差異的情況，首先是 2002 年時，國泰金控合併世華銀行，國泰金控透

過國泰人壽的壽險保費資金轉投資，向財政部保險司申請，財政部保險司同意國

壽投資世華銀行的股份由 15%提高到 20％；但是同年富邦集團向財政部金融局

申請，富邦金控發行海外可轉讓公司債（ECB）購入世華銀行的股權的申請案時，

卻被財政部金融局駁回，因為財政部金融局認為負債不該拿來併購，避免股本虛

胖（經濟日報，2002）。同樣併購世華銀行卻因申請的主管機關不同，而產生不

一致的監理差異。不過，國泰金控合併世華銀行之後，整個金控資產成長 84％，

隔年獲利成長 57%；而富邦金控在併購不成世華銀行之後，將觸角延伸到台北銀

行，在富邦金控併購台北銀行之後，整個金控總資產成長了 150%與 47％，一舉

拉開了與其他金控的差距（天下雜誌，2005：122）。如此績效著卓著的效果，引

發了其他金控合併銀行的熱潮，但是在合併熱潮之中，有些金控公司也利用金控

法第三十六、三十七條5只規範金控公司本身的投資上限，但未規範金控子公司

的投資上限，因此金控公司能夠以透過旗下的子公司轉投資的方式取得不逾越銀

行法規定 15％以內的股權，然後在透過「徵求委託書」的方式，入主其他金融

公司，2004 年 4 月間中信金控以不到 10％的持股入主開發金控即為一例子（工

商時報，2004）。 

                                                 
5 詳情請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36、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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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金控的前身即為中華開發銀行，在李登輝主政時代，是國民黨政商關係

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中華開發銀行是一家官股和民股合資的工業銀行，但是由於

其股權分散，主要大股東的持股都非常的少，在 19 席董監事中，沒有一席持股

超過 2%，因次經營階層在過去都是由財政部指派。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由於黨

國一體，因此劉泰英擔任了中華開發銀行的董事長，在劉泰英擔任董事長期間，

由於政商關係複雜，承接了不少有問題的投資案；在九七金融危機之後，台灣許

多企業發生問題，劉泰英主導的中華開發銀行也承接了不少問題企業的債權，這

些發生問題的企業都是和國民黨交好的企業集團。到了 2001 年時，中華開發銀

行也成立金融控股公司，總資產達到二千多億元。但是過沒多久，當初因為政商

勾結的弊端逐漸浮上台面，劉泰英就因新瑞都案被檢方提起公訴，在被羈押期間

由陳敏薰暫代開發金控董事長一職。 

中信集團則屬於台灣百年大家族辜濂松的家族集團，旗下的中信金控在早期

是靠信託業起家，在金融自由化時期申請改制為商業銀行，是當時新成立 16 家

商業銀行之一，中信銀行靠著消金業務的經營，成為民營銀行的龍頭。到了金融

控股公司時代，為了擴張其經營版圖，看上中華開發股權分散的特點，試圖透過

小小的代價取得開發金控的經營權。在當時財政部長林全，提出「高個子」理論

6，並為辜家「量身訂作」證券自營、壽險資金可取得經營權的辜家條款後（財

訊月刊，2006：83），中信金控便利用旗下的中國人壽 45 億元資金及中信證券的

40 億元資金，在市場上大舉收購中華開發的股票，取得開發近 6%的股權，並在

市場徵求委託書，和時任開發金董事長的陳敏薰展開「委託書徵求大戰」，辜家

二少辜仲瑩更在長跑總統府官邸「請示」吳淑珍的情況下，到最後便由中信金控

和官股聯手合作，取得了開發金控的經營權。中信金控拿下開發金控的經營權之

後，辜家旗下的金控擴大為兩家，分別由辜仲諒掌管中信金，辜仲瑩掌管開發金。 

                                                 
6 股權高的人就有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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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金控爭奪戰中凸顯了兩個問題，一個是財政部做為官股股東及金融監理

主管機關「球員兼裁判」的利益衝突，凸顯了金融監理不獨立容易產生「監理套

利」的問題，一個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其台灣的政商網絡關係並沒有終結，只是

行動者改變而已。此事件之所以會引發社會爭議，在於中信金透過旗下的中國人

壽以及中信證券的壽險、證券資金在市場大舉買進開發金控的股票，而財政部對

於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的資金運用上採取「量身訂作」的特例，准許其在財務報

表上將此次資金運用提列為短期投資，完全忽略了這兩家公司將全體股東的資

金，交給控制公司的大股東拿去取得開發金控的實質經營權這項事實，財政部這

項作法，使得其做為金融監理主管機關，同時又身兼公股代表的雙重身份，有圖

利特定財團之嫌。此事件是發生在金管會成立一個多月前，因此金管會成立之

後，便針對這樣的併購手法予以檢討，希望找出防堵壽險資金與敵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的方法，擬出「開發金條款」，要求壽險工會訂定「保險業從事保險法

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投資有價證券自律規範」，規定保險業不得持

有被投資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以上之股份，且不得指派人員擔任被投資公司

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經理人，並不得利用徵求委託書的方式來取得被投資公司的

股權、介入公司的經營權（游美月，2005：69-71）。但是金管會此項亡羊補牢的

作法遭到財團的強烈反對，之後便不了了之了（天下雜誌，2005：139）。 

（二）、金管會成立之後 

中信金控在控制開發金控的戰役中，之所以取得財政部的支持，乃在於中信

金控承諾未來若是取得開發金控之後，將會增加其持股到達 15％～20％，但是

根據統計，中信集團在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五日入主中華開發金控持有股權 5.23

％、總股數五億七十三萬股，但到九十四年十二月卅一日止，中信集團持有中華

開發金控股權為 5.46％、總股數五億九十八萬股，僅增加 0.23％股權（中國時報，

2006a）。和對當初財政部所做的承諾相距甚遠，但中信金控在 2006 年年初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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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一年要收購兆豐金 10％股權，引發財政部對此的不滿，因為在中信集團宣

布要併購兆豐金時，中信金手上持有中華開發金控股權不及 10％，距離中信集

團像財政部承諾將持有開發金 15％至 20％的股權，尚有一大段距離，使得財政

部對中信集團有能力收購兆豐金股權，卻不去兌現提高開發金持有股權比例，相

當的不以為然。 

但是中信金控卻持續在市場買進兆豐金控的股票，到了 2006 年 3 月 1 日為

止，金控與子公司持有兆豐金股權達 13.91%，其中中信金持股 8.12%、子公司

持股 5.79%，中信金控距離持股 10％的門檻不遠，這時候政府及社會大眾才發現

中信金控購買兆豐金控股票非短期的「財務投資」而是「策略投資」（自由時報，

2006）。由於兆豐金控的董事會預計在 2006 年 6 月底召開，因此中信金控只要在

4 月 8 日之際，持有兆豐金控股票超過 22%時，將會一躍成為兆豐金的最大股東，

倘若持股沒超過 2 成，也可以和其他民股或外資聯手，掌控兆豐金的董事會。 

對於中信金從市場大舉買進兆豐金股票，社會一片嘩然，但是金管會對中信

金的態度卻有前後不一的政策態度。在 2005 年時，為了呼應陳水扁總統的「二

次金改」方案，金管會對於金控併購採取「自動核准制」，今天報備明天就自行

核准，且修訂法規讓金控併購股權從 25%降到 5％，因此中信金控便在報備金管

會之後，從市場大量的買進兆豐金控的股票。但是根據金控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金控公司的短期資金運用標的，係以正面表列方式呈現，裡頭有存款、債券、國

庫券等，但就是沒有股票，換句話說，根據現行金控法精神，並不允許金控公司

基於單純財務投資目的，而去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票，但是中信金又是透過「自

動核准制」7取得金管會的「同意」，因此金管會當初為了鼓勵金融併購所採取的

措施，給中信金「插旗」兆豐金開啟了一扇大門。 

                                                 
7 自動核准機制是金管會在 2005 年 6 月 2 日第 48 次委員會會議訂立的，其決議認為金控轉投資

案，只要金控達到一定財務標準，就可以依照金控法進行相關事業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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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財政部長的呂桔誠一開始對中信金的併購行為卻是採取消極的態度，等

到社會輿論嘩然之後，才開始對外喊話不支持中信金控的併購行為，但是到了四

月份時，中信金控的持股已經來到 15%左右，和官股的 21%已經差距不大，若

是中信金取得其他民股等委託書，那麼將有機會威脅官股在兆豐金的席次。因此

財政部便開始透過協商、爭取委託書以及爭取外資支持的方式準備防止中信金控

的併購行動。到了六月份兆豐金控召開董監事會議，其董監事 15 席的改選結果，

是民股董事過半，民股佔了八席，其中一席是獨立董事，然後在董事會中推選鄭

深池以個人名義當選董事長，迴避當初立法院財委會要求公股董事過半的企業，

必須由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的條款。接著一席民股與一席獨立董事辭職，讓七席

公股董事超過半數，保住了時任行政院長蘇貞昌所宣布公股必須過半的宣示，這

其中充滿了妥協與技術性安排（經濟日報，2006a）。而中信金控在取得兆豐金控

四席董事之後，便在股東會中通過解除「董事長競業禁止限制」8，使得中信金

控的董事得以參與競爭對手的董事會，此舉將形成利益衝突的狀況。 

在中信金與兆豐金大戰中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即假外資問題。這個現象其實

存在已久，許多人會將本國資金匯到境外轉換身份，在以外資名義回台投資；其

目的除了稅負、作帳等考量，主要是藉由外資身份的掩護，規避掉政府的監理。

因為若是在本國則必須受公司法、銀行法對於董監事持股比例的限制，若是要買

賣股票時，須受申報、限量等規範，但外資則免。且銀行法也未明訂海外衍生性

商品連結國內股票，須納入銀行法規定的五％持股計算（工商時報，2006），

                                                

因

此中信金收購兆豐金的股權中，便利用外資買賣兆豐金的股權，引發了「假外資」

的問題。 

對於假外資的問題要先把時間拉回到 2005 年一月，中信金準備發行五億美

元次順位金融債券，並向金管會申請，在取得金管會同意之後，開始對外投資。

 
8 意即兩間競爭行業的董事不得同時在對方的公司擔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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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到了同年九月三十日，中信銀董事會決議通過一樁購買衍生性金融商品的交

易，中信金準備向一家外資券商購買 2.6 億美元的連結式結構債，會中授權中信

銀香港分行負責執行這筆交易，但是到最後結構債要連結的一籃子股票，最後變

成只有兆豐金這檔，透過這樣的方式，到了 2005 年底，中信金已經間接控制了

規模高達 3.9 億美元的兆豐金股票（財訊月刊，2006：98）。在 2006 年一月時，

中信金向金管會提出「投資兆豐金」的申請，並同時將連結兆豐金股票的 3.9 億

美元結構債，賣給設在香港的一人公司-『紅火』。然後當這筆結構債解約之後，

不但讓這家一人公司因此獲利兩千七百外美元（約新台幣十億），而金管會也同

意中信金投資兆豐金，因此中信金在檯面上一下子便擁有了將近一成兆豐金的股

票。 

隨著中信金對於「插旗」兆豐金的強勢，行政部門在董事爭奪戰中勉強維持

平盤，顧及到一點顏面之後，身為金融監理主管機關的金管會，其主委龔照勝也

被行政院依公務人員服務法直接解職，由呂東英暫代金管會主委一職，呂東英隨

即針對中信金的外資著手調查，查出中信金對於結構債的非常規交易，金管會的

調查發現，中信銀行這一連串的交易，是有計畫的安排。調查指出，中信金於

2006 年一月二十七日向金管會申請轉投資兆豐金，當日中信銀香港分行就出售

手中的結構債給第三人，透過第三人贖回結構債，原本被投資銀行鎖住的兆豐金

股票，七成轉由中信金吃下。第三人因此賺了約二千七百萬美元，折合台幣約十

億（中國時報，2006b），金管會認為此一交易案根本不需要經過第三人，徒增交

易的複雜度，是其不符合常規之處。 

根據金管會公布的查證資料顯示，如果細究中信金入主兆豐金的流程，違規

之處包括多起：規避銀行法七十四之一條，單一公司持股不得超過五％規定；未

依董事會決議，將三．九億美元結構債集中兆豐金股票，導致風險集中，且資金

用途與申請不合；中信銀香港分行處分結構債予RED FIRE公司，「由中信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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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張明田決定、中信銀董事長辜仲諒坦承知情，在變更用途時，未向金管會報備」

這交易過程未按內控機制程序，不但增加交易複雜性、且不合常規（天下雜誌，

2006）。因此金管會對中信金提出行政處罰，包括；﹝1﹞限制新設海外據點；﹝2﹞

募資案退件；﹝3﹞暫緩所有轉投資；（4）罰款一千萬；(5) 調降中信金轉投資

兆豐金由 10%降至 6.1%；(6)追回差額 2700 萬美元9。金管會另外提出修法，修

正有關購買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相關規範，並警告財團若有違反相關規範，金管會

將會駁回（經濟日報，2006b）。 

金管會對於中信金違規動用資金購買兆豐金股票的態度上，展現出強勢的監

管能力，其限制海外分行的設立、轉投資及募資案的暫緩，都堪稱是金管會成立

以來最嚴厲的處分。對此，將本文的分析模式帶入分析的話，金管會當初為呼應

二次金改的政策目標，將金控的併金控的允許股權從 25％下修到 5%，並採用「自

動核准機制」鼓勵金融控股公司的合併；而中信金也是呼應政府二次金改的目

標，進行金控與金控間的併購，因此從 2006 年一月到六月間，金管會和中信金

的目標是一致的。中信金控在插旗兆豐金的過程中，雖然引起輿論的嘩然，但是

財政部對於中信金控的併購行為依然採取「消極」的態度因應，雖然說到最後，

時任行政院長的蘇貞昌一句會顧及「社會觀感」，因此在兆豐金的董事爭奪戰中，

官股取得形式過半，但是頗讓人感覺這是行政部門和中信金合演一場戲劇，既可

以讓鄭深池以民股董事任命，又可以給社會輿論交代。但是等到代主委呂東英上

台之後，為求表現可以真除為主委，因此對於中信金的假外資案開始調查，且金

管會內部也開始認為當初設立「自動核准機制」有不盡妥善之處。於是金管會再

追查假外資案中，發現中信金的高層有涉及背信及內線交易之嫌，在這同一時間

點，金管會也不再推動二次金改中的金控減半目標，因此對於中信金的併購行為

也改採較嚴格的金融監理態度。對此，當金管會查到中信金有不法之嫌時，便對

中信金開鍘，使得中信金只好放棄兆豐金接受金管會對其的處置。 

                                                 
9 http://www.ettoday.com/2006/10/17/10844-20040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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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點來看，金管會和中信金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從一種「合作」關係

走向「對立」關係，在這對抗關係當中，看到金管會的偏好得以改變中信金，似

乎金管會的自主性高於中信金。但是仔細一看，金管會成立以來對金融產業最嚴

厲的處分卻是在其主委懸缺之際，對中信金開罰的呂東英只是一個代主委，非行

政院任命的主委。因此，金管會的自主性最高的表現產生於金管會主委不在之

際，這其中或許是因為主委非經行政院政治任命，因此其官僚自主性相對比較

高，不受行政部門的牽引。而如此績效卓著的金管會代主委，努力展現金管會金

融監理的自主性，到最後卻沒有獲得真除為主委，此中結果頗令人玩味。而接任

擔任金管會主委的施俊吉，上任幾個月後便發生力霸掏空案，便因沒有事先做到

金融監理，造成中華銀行擠兌風波，為負起行政責任而黯然辭去金管會主委之

職。因此，可以說金管會在先天的制度上與後天政治運作中，難保有其自主性，

其自主性的展現端賴行政院的態度，因此總歸來說，金管會還是缺乏自主性。 

第三節 金管會的自主性與能力 

一、自主性 

Evans 曾將「鑲嵌」（embededness）以及「自主性」（autonomy）兩概念結合

成「鑲嵌自主性」（embeded autonomy），討論國家角色與產業間的關係（Evans，

1995）。在發展型國家理論學者的分析中，國家是一個化約並一致的行動者，但

是這樣的觀點在民主化之後，有其再精緻分析的需要。在開發金、台新金與兆豐

金的例子中，財政部身為官股主管機關，確實和社會之間有著既「鑲嵌」又「自

主」的特徵，在需要民營金控配合政府金改政策時，為了達到其政策偏好，官股

可以和民股聯手掌握開發金，也可以為了捍衛利益，和中信金展開經營權之爭。

而國家機器中另一個部門-金管會，雖然最後也展現出其獨立機關該有的自主

性，抗衡中信金的利益，可是金管會的自主性展現卻在其金管會主委懸缺之際，

在其他行政院指派的金管會主委任內，皆看不到金管會有如此大的自主性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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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文分析中，金管會雖然在制度安排中，有制度賦予的行政權力，但是卻

不是一直能展現其自主性。而在本章第一節的分析中發現，台灣的政商關係並沒

有因為政黨輪替而終結，並沒有隨著金融改革的進步而消失，在整個金控整併的

過程中，民進黨執政的政府積極參與民營化後的金融機構經營權之爭，將原屬官

方的資產轉為「民營」機構，規避掉立法部門的監督。因此，財團便藉由政商關

係籠絡行政部門的決策者，進行「尋租」活動，這種非正式制度層面的影響，制

約行政部門的政策偏好，而一旦政商關係中財團勢力大到足以影響行政部門的決

策時，便有機會影響金管會在金融監理上的態度。 

在歸納第四章與第五章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對於發展型國家對國家機器的化

約假設有必要進一步的細分，在分析國家與金融產業除了「國家-社會」的關係

之外，還可以細分出以下的行為者：行政院、立法院、金管會、金融產業，因此

可以將其歸納為「立法院-行政院-金管會」與「行政院-金管會-金融產業」兩組

三角關係： 

（一）「立法院-行政院-金管會」 

民主化後立法院的權力大增，使得行政機關必須向立法院負責，因此立法院

在憲政制度上有制度性的規範，雖然現今的政治運作似乎常偏離制度的軌道，但

是到最後行政機關仍必須回到制度上，遵守立法院的決議，核四停建案即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例子。而在面對金管會時，立法院和行政院都有其制度上的優勢得以

影響金管會自主性；對立法院而言，由於其可以對行政院行監督之權，再加上得

以對金管會的預算及其規費審查之權，因此在立法院與金管會的互動中，金管會

的自主性是難以保持的。而對行政院而言，由於金管會主委是由行政院長提請總

統任命之，在先天上就握有人選偏好的選擇權，而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又用「公

務人員懲戒法」援以逕行解職，雖然引起適用性的爭議，但是到最後又加上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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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613 號解釋文，得以強迫金管會主委去職；另一方面，對於金管會中各局處的

公務人員，除了有公務人員服務法得以規範之外，尚有人事行政的考核之權，以

及須至行政院開會等因素制約，因此金管會在面對行政院時，其自主性的也是呈

現一種低弱的狀況。在這三者的互動關係中就如同圖 5-1 中第一個三角形一樣，

金管會呈現被立法院和行政院雙重制約的互動關係。 

                                          影響 

                行政院                             金融產業 

              
              影響                                  影響 
                                                    
                             影響 
 

立法院                           金管會 
影響    

 
圖 5-1 影響金管會自主性的雙三角關係 
 

（二）「行政院-金管會-金融產業」 

根據 Evans 以及 Weiss 的分析中，發展型國家在民主化之後，國家機關的自

主性不在像威權時期得以維持相當高的自主性，會轉向「鑲嵌的自主性」或者「治

理互賴」的模式，但是在台灣，政黨輪替之前，台灣的國家機器卻呈現「過度鑲

嵌」產生不良的政商關係，使得國家被財團的利益所俘虜。在九０年代新商業銀

開放時，台灣的金融產業與政府之間就存有著密切的政商關係，政黨輪替之後，

這種政商關係也被保存下來，並沒有因換黨執政而有所改善。在台灣，選舉需要

大筆經費做為支應，因此任何一個政黨在選舉過程中需要大筆經費以及選票的支

持才得以執政，而得以支援大筆經費與選票者就是財團。在這層關係中，任何一

個政黨若想執政皆無法去除掉這層關係，故財團的利益便會去影響政治任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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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官，政務官則透過制度上的安排影響事務官的專業判斷，因此在行政院與金融

產業間的關係，呈現出金融產業影響行政院偏好的狀況。而在「金管會-金融產

業」方面，雖然制度設計上賦予金管會有獨立自主行使金融監理的權責，制度賦

予的權力讓金管會對金融產業有著非常大的影響力，因此金管會任何一個決議都

會影響到金融產業的策略目標，但是就如同本文所分析的，當金融產業得以透過

政商關係和行政院糾結在一起時，那麼金融產業將透過行政院的政策偏好來影響

金管會的決策，當一個獨立機關的主委任命與去職掌握在別的機關手裡時，其本

身就已經失去相對的自主性，因此金管會對金融產業最嚴厲的處分出現在金管會

代理主委的代理期間時，就沒有啥可驚訝之處。故「行政院-金管會-金融產業」

之間的互動關係，就如同圖 5-1 第二個三角形所揭蘖的一般，雖然金管會有著制

度上賦予對金融產業行政處罰的權力，但是卻因為受制於過去的歷史因素，受到

行政院的牽制，無法展現其自主性。因此金管會空有制度賦予的監管權力，但是

卻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受到多方行動者的制約影響，無法展現對金融產業的監管

能力。 

二、金管會能力 

按照曼恩（Mann）的觀點，國家能力（state capacity）可以區分為「專制權

力」(despotic power)與「基礎建制能力」(infrastructural power)，「專制權力」指

的是一種分配力量，指的是市民社會不能自己控制領土內事物，缺乏中心性，因

此國家的執政者可以不經由社會的同意而遂行其意志，藉由控制軍隊、警察與法

院等力量來達到國家自主性的獨立；而「基礎建制能力」則是指國家貫穿、穿透

社會的力量，其透過組織的建構與政策的制訂去協調人民的生活（Mann，1993：

54-63）。Evans 則將國家機關能力視為鑲嵌的自主性，其指出國家機關能力是以

一組「制度連結」（institutional linkage）為基礎，官僚與特定利益集團既隔離又

鑲嵌，一方面保有自主性來規劃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則希望政策執行時官僚與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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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團體得以建立合作機制，這種既保持「鑲嵌」又「自主」的能力，對國家機關

的政策推行相當重要（Evans，1995：72-73）。 

魏思與霍布森（Linda Weiss& John Hobson）則在 Mann 的國家能力觀點上進

一步詮釋，認為一個國家若只是重視國家自主性的展現，將會導致該國的衰弱，

然而，如果加強國家能力就能使國家的權力獲得增長，進一步保障國家自主性的

展現。至於國家能力的加強方式可以從國家滲透社會能力（penetration）、國家汲

取社會資源能力(extraction)、國家與社會協商能力(negotiation)等三個指標來做為

解釋的判準（Weiss & Hobson，1995:7）。因此，國家機關倘能與社會團體建立制

度性連結，那麼經由基礎建構的力量，擁有絕對自主性的國家機關將可有效的轉

換成具有調整（coordinate）國家發展導向能力的行動者（陳恆鈞，2002：114）。 

金管會成立的目的就是希冀藉由建立一個獨立的管制機關，能夠不受任何政

治、利益團體的影響，獨立行使金融監理職權。因此在制度層面試圖賦予其自主

性與對金融產業的監理管制能力，這種能力展現在金融監理政策的制訂、執行與

金融規費的收取上面。但是換各角度來看，金管會是鑲嵌在多元利益競逐的制度

環境中，這當中多元行動者的組成包括國家機關中各行為者、以及社會上各利益

團體，這些多元的行動者在正式與非正式制度關係的互動過程中，一方面受制度

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影響著制度產出。因此，探討金管會的能力絕不可以單純的

放在金管會與金融產業的互動架構中分析，而是必須作一整體結構的回顧，才能

找出金管會能力的面貌。 

若從 Evans 的動態分析的角度來看，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力的性質包括下列

幾個方面（Evans et al.，1985：351-6）： 

(1) 特定組織結構的出現，對於國家當局能否完成既定任務的能力

有重要的影響。 

 149



(2) 國家自主性與社會團體的權力，能夠一起提升或下降。 

(3) 在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力的關係上，國家是否有干預的意願，

顯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4) 不論國家在本質上是否自主的，國家長久在經濟生活中的干

預，可能會導致國家自主性程度上的降低，以及弱化國家採取

一致性行動的能力。 

(5) 國家機關各部門間的互動關係，對國家自主性的程度和國家能

力的變遷，也可以是一項關鍵性變數。 

本文的分析架構中，正是呼應 Evans 等人的看法，在金管會對金融產業的管

制中，金管會的干預意願其實決定了其能力的展現型態，在兆豐金事件中，金管

會得以祭出一連串的行政處分，確實展現出其能力，但是卻發生在金管會主委懸

缺之際。因此，一旦金管會主委的任命與去職失去自主性之後，其能力的展現也

將不可期待。 

基此，將金管會第一任主委龔照勝與代理主委呂東英作一比較，在分析中發

現，龔照勝主委任職期間共有三件事情發生政策尚未執行就因金融產業的反對而

將政策收回的現象，這三件分別是保險資金購併、獨立董監以及金控董事長、總

經理可否兼任家族控股公司負責人。若以金控董事長不得兼任家族控股公司負責

人的案例來看，在 2005 年一月二十七日，金管會以新聞稿形式公布，經金管會

最高決策單位 —委員會通過的「金融控股公司負責人資格條件及兼任子公司職

務辦法」修正草案。條文中明定，從明年一月一日起，金控董事長或總經理最多

只能兼任旗下一家子公司的董事長。在非金融事業兼職部份，自明年一月一日

起，除了財團法人或其他非營利的財團法人，金控董事長或總經理將不得擔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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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事業的董事長或總經理。當時，面對記者特別詢問，金管會還特別定義所謂

非金融事業包括投資公司、家族控股公司、創投都不行。但是這樣堅定的立場，

卻在富邦金控董事長蔡明忠、台新金控董事長吳東亮連番於媒體發表意見後，急

速轉彎！變成採個案認定，這些金控公司負責的兼職只要是合理的，可以到金管

會來申請（中國時報，2005）。 

而呂東英代理主委時代，則透過多項行政處罰懲處中信金違法，不因其的喊

冤而改變行政處罰的項目，因此金管會能力的有無可說受到其自主性的影響。況

且在上述 Evans 的分析中，其也將國家機關各部門間的互動關係，對國家自主性

的程度和國家能力的變遷，視為是關鍵性變數。而在本文的分析中，金管會與其

他政府部會的互動中，其自主性是缺乏的，因此在此雙重因素之下，金管會雖然

有制度賦予的行政處罰能力，但是卻往往無法使出來，這現象就好比中華民國的

監察院一般，雖然有著憲法賦予的權力，但是在實際政治運作當中，只能變成打

蒼蠅無法打老虎的「蚊子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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