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金融監理新趨勢－單一金融監理機關

之設立與現況 

第一節   國外金融集團監理現況 

第一項  國際發展現況 

不同型態金融機構的整合已成為近年來的國際金融趨勢，而各國金

融監理機關也注意到分散式金融監理架構可能產生諸多問題，如管理模

式不一致、監理機構間溝通不足、以及無法妥善監理逐漸成形的金融事

業集團等。因此，如英國在一九九七年的金融監理改革中，即將銀行體

系及隸屬於證券投資委員會之各類金融機構，業務整合為單一監理機構
237，即金融服務總署（FSA）。除英國外，瑞典、挪威、丹麥、新加坡、

日本、韓國、冰島、澳洲等八國已採行銀行、證券及保險的合併監理；

加拿大、盧森堡已部分合併監理（加拿大之銀行與保險合併監理，盧森

堡之銀行與證券合併監理），愛爾蘭、以色列、墨西哥及南非等國正研議

或考慮中。綜合各國金融監理之管理制度改革方向有以下四點：238

 
一、監理機關一元化。對銀行、證券、期貨與保險業採合併監督管理。 
二、金檢權與處分權一元化。金融管理需透過實地金融檢查以了解及掌握 

金融機構之守法性與資產品質，而金融檢查結果需透過管理處分權之 
執行才得以導正金融機構之經營，故兩者合一將可降低監督管理成本 
並提高其有效性。如加拿大、日本等國均將檢查權與管理權合一。 

三、金檢機關一元化。新成立之金融監督管理機關組織獨立並提昇監理層 
級。如日韓等國之金融監督管理體系由財政部獨立出來，設立直屬於 
總理之獨立監理機構；英國與澳洲則分別由自律組織團體與中央銀行 
獨立出來，與其他監理機構整合之一新的監理機構。 

四、新成立的金融監理機關力求職權獨立及預算獨立。由於金融事業乃是 
利用大眾資金從事授信及投資，涉及存款人、投資人及投保戶之權益 
保障問題，具有濃厚之公益色彩；然而金融政策涉及個人、公司、

財團多方利益，主管機關職權如受外界影響，至未能獨立行使職權，

將有礙金融管理功能之發揮，因此各國監督管理體系無不力求職權

                                                 
237 一般而言，金融自由化程度越高，不同金融市場整合越強者，其金融監理機關越有走向一元

化的趨勢，例如日本與瑞士；而金融市場仍然存在者，則金融監理體系也比較分散，例如美國。

參見，蕭文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評析，法令月刊，第五十三卷，第二期，

第 128頁。 
238 王文宇，控股公司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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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與預算獨立，相關配合措施主要是機關首長採任期制。239另為

達成預算獨立240，英國金融服務管理局、香港金融局、法國之證券

管理委員會等，均非來自傳統稅收，而係分別來自金融業者所收規

費及外匯基金支應，其有獨立財源，不需受國會審議，只需受上級

主管機關審查，組織獨立性獲得更進一步保障。 
 
雖然目前已有十至十三個主要國家實施單一金融監理制度，然而有學者

直言，就全世界二百八十個國家言，實施單一金融監理制度者，其實仍

屬少數。241不過誠如國際貨幣基金會就單一監理機關之論述中，於其主

要結論所言，最重要的關鍵應是由一個具有高素質員工、豐富資源及獨

立性的機構來從事有效監理，但事實上，維持監理機關的獨立性較之貨

幣政策的獨立性更難。242而我國前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總經理陳松興則認

為，需先決定金融制度，才能真正確定所需的金融監理制度；同時採用

何種制度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制度本身能不能有效的去做監理，若制度

本身需面對一種錯綜複雜的環境或有特別考慮時，抑或目前監理機能有

扭正市場弊端之需時，或許可以採納新的監理制度，惟仍應以風險為基

礎或以功能別來區隔，而非機構別的監理制度。243

 
最後誠如美國前財政部次長Lawrence H. Summers（1988）就加強金融

制度方面所提出者，政府應建立一個穩健的金融監理制度、周延的金融

檢查制度來貫徹各項規定與準則，以及持續推動金融自由化等三點原則
244。同時布魯金斯研究機構（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Ricki Tigert Helfer

                                                 
239 首長採任期制者，如美國財政部金融局局長一任五年、加拿大財政部金融檢查總局局長一任

七年、南韓金融監督委員會委員長一任三年等均是；另日本證券交易監視委員會委員長一任三

年，但該國金融服務總局局長並非採任期制。參見，郭秋榮，，「主要國家金融監理制度及其對

我國之啟示－兼論我國規劃的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企銀季刊，第廿五卷，第二期，第

23頁。 
240 日本原「金融再生委員會」及南韓「金融監督委員會」之經費均由政府編列預算。因此，金

融實力不錯的國家有採取預算獨立者，如澳洲，亦有逕由政府編列預算者，如南韓。採取預算獨

立的國家，亦有成效待評估者，如英國。參見郭秋榮，「主要國家金融監理制度及其對我國之啟

示－兼論我國規劃的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企銀季刊，第廿五卷，第二期，第 23頁。 
241 2001 年 7月 7日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及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舉辦「風險

管理與保險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桌論壇主題「台灣金融監理之現況與未來趨勢」中，英國George 
Walker教授（CCLS）之發言摘要。參見，郭秋榮，「主要國家金融監理制度及其對我國之啟示－

兼論我國規劃的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企銀季刊，第廿五卷，第二期，第十三頁。 
242 IMF Working Paper, ”Assessing the Case for Unifi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 Richard K 
Abrams and Michael W Tailor, Monetary and Exchange Affair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c.2000.參見，郭秋榮，第十三頁。 
243 2001 年 7月 7日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及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舉辦「風險

管理與保險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桌論壇主題「台灣金融監理之現況與未來趨勢」中，主持人陳松

興總經理結論部分。 
244 1998 年 9月美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舉辦「存款保險國際研討會」致詞稿。參見張秋榮，前揭

註，第十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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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近年來紛紛採取存款保險制度的國家，應深切了解唯有存款保

險並無法增強金融安全網，若無高標準的最低資本水準與市場自律等健

全的金融監理體系，則存款保險與其他金融安全網的要素只會徒增處理

金融危機的成本而已245，此項論點可謂暮鼓晨鐘，值得我國主管機關在

思考存保制度與金融重建基金制度的重要參考。 
 

第二項  單一金融監理機關之設計 

    由於金融監理一元化之單一金融監理機關設計乃是為了解決金融機構跨業

經營的問題，故其組織架構與職權設計即有重大意義。 
 

第一款   組織架構 
 
就目前實施單一金融監理機構之各國比較言，其組織設計主要可大別為民

間機構式、獨立委員會及行政官署制。 
一、民間機構式以英國 FSA為代表，其係屬於一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法 

人，享人事及預算之獨立權，此種組織架構之優點主要為其獨立性 
高，得不受行政不當干預，然其是否將因此有濫權的可能，加上其為 
民間組織，一般民眾對其公信力能否建立信心，均值得深思。246

二、行政官署制則以日本為代表，由隸屬於首相之金融總署為金融業之監 
理機關，其優點為政策之貫徹度高，且得受國會監督，惟此一組織型 
態受政治力及利益團體不當干預的可能性極高，則其監理的獨立性與 
公正性均待商榷。247

三、所謂獨立委員會制乃屬合議制行政機關，各委員均獨立行使職權，且 
其決議係由多數委員合意形成，故受不當政治力及利益團體影響之程 
度較低，且亦較無濫權之虞，誠折衷可行之方案。 

 
理論上，若監理機關對重大金融政策或行政管理決策採行首長制，則首長 
之保障任期應對職權的獨立性有所助益；若係採行合議制，則參與決策的委員產

生方式與其任期保障，亦對職權的獨立性有影響。248

 
 

                                                 
245 FDIC Selecting Papers, ”The Rule of Deposit Insurance ”, Ricki Tigert Helfer ,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eptember 9 1998. 
246 張冠群，論保險業與其他金融行業組織上結合之監理，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研究所

碩士論文，89 年 6月，第 235頁。 
247 麥朝成主持研究，當前金融問題分析與金融改革應有的做法，民國 88 年，財政部委託研究，

中華經濟研究院執行，第 4-35頁。 
248 郭秋榮，，「主要國家金融監理制度及其對我國之啟示－兼論我國規劃的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企銀季刊，第廿五卷，第二期，第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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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職權設計 
所謂金融監理含法規、監督、檢查及處分權。故單一的金融監理機關宜有 
下列職權：249

一、  法令政策制定權：包含依法律發布法規命令及其修正、廢止、解釋及制定

金融相關監理政策之權力。 
二、  行政管理權：含各金融行業設立、變更、停業、解散等事項之處置；國際

動態之調查、研究及監理資料之彙整與研究等事項。 
三、  監督權：依功能別而分別掌理銀行、保險及證券之考核、商品及業務審查、

糾紛處理、財務及業務監理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  檢查及處分權：即隨時檢查金融機構財務或業務狀況權，含相關書類及表

冊命令提出權及相關違法行為之取締權等。而對違反金融監理法規者，金融

監理機關亦應具相關之行政制裁權，如罰鍰之科處、勒令停業等權限，或逕

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第三項  單一制與分立制之立法優劣比較 

第一款 單一制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主要金融國家，如英國、日本均已採單一制的金融監理

制度，其優點如下： 
一、提昇監理的有效性及效率性：對行使監理權的監理機關而言，單一制的監理

方式可以提昇監理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及效率性（efficiency），特別是
對金融集團之監理而言。一般而言，對金融集團的監理比對在單一領域經營

的金融機構複雜度要高的多，因集團的整體風險認識與評估較不容易。專精

各領域的監理官如都能隸屬於同一機關，且有專人負責領導並規劃監理相關

措施，並加強各監理官之間監理資訊的流通及聯繫，如此監理的有效性及效

率性必能顯現。如目前英國針對金融集團所採取的領隊監理（lead supervisor）
由首席監理官統籌一切監理事宜，如監理官之間有關監理資訊之流通及聯繫

等。另有所謂集團監理（group supervision），即將特定集團之所有監理單位

人員組成一個監理小組（supervision team），並指派一位組長（manager）。
監理小組的成員及結構係相對應於受監理集團之管理架構。例如，某一集團

之主要業務為銀行，兼有證券及保險事業，則該集團之集團監理小組成員便

由有銀行監理能力的人員配合具有效監理證券及保險資格的人員組成。目前

集體監理（Group Supervision）目前正處於初始階段，或許會為由單一監理

部門監理複雜之金融集團情形帶來額外之效益。250

 
二、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單一制的監理方式可以使有些資源的運用更有效率，

                                                 
249王文宇，控股公司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238頁。 
250 參見本論文有關英國監理制度之探討專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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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的效果。對監理機關而言，最顯而易見的例子即是

有效縮減機關編制，例如分立制的監理機關可因合併而共用輔助單位（會

計、人事等單位）。對被監理的金融集團而言，面對單一監理機關可以省卻

許多面對複數監理機關時所需重複說明及申報的行政程序，並可為被監理之

金融集團省下許多花費。251

 
三、避免監理權之爭：為因應人們對各種金融服務的需求，金融業者不斷地開發

新的金融商品。有時因金融商品的屬性並不專屬單一金融領域，在某些採行

分立制監理方式的國家，就可能有監理權之爭的問題產生。 
 
反對實施金融監理一元化的人士認為，由分立制下的各監理機關所組成的單

一監理機關，會變得十分龐大而沒有彈性；甚且，一元化的監理機關意味著管理

的獨占，而獨占機關往往是無效率可言者，亦即一元化的監理機關可能受到規模

不經濟的影響。但相對而言，分立制下的各專門領域的監理機關，遇到專屬某一

領域的金融危機時，較能有效而迅速的處理。252其次，如何針對不同性質的監理

機關於其不同的管理目標中取得一適切的平衡點，更是一大挑戰。最後則是不同

監理機關的文化、主要功能及監理技術的差異往往南轅北轍，如銀行風險來源主

要在資產面，保險業的風險主要在負債面；更有人將銀行監理機關形容為是替病

人作建檢的醫生，而證券監理機關則是欲逮捕不法證券自營商的警察；因而監理

一元化最困難者莫過於創造一個一元化的機構文化了。 
 

第二款 分立制 
分立制的主要優點： 
一、主管機關具專業之監理技巧，且監理單位組織較小，遇到應處理有關監理事

項，反應較為迅速。 
二、能夠反映傳統之產業架構以及不同的管理目標。然而分立制較為人所詬病

者，則在於因各領域的專司監理官分散在不同的監理機關中，加上管理模式

並不一致，有關同一金融集團之重要監理相關資訊交流與聯繫，有時並不暢

通，如此一來，對龐大金融集團經營業務風險，無法有一全面性而較客觀的

了解，倘若低估其業務的風險性，可能因此讓金融服務的消費者蒙受損失。
253

 
 

                                                 
251 例如依據金融服務署（FSA）的估計，被監理之金融機關可因金融監理一元化，而節省的費

用可達四倍之多。參閱MacNeil（1999），’The Future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Bill’， The Modern Law Review Limited,p.725-743。許永明，金融監理制度與革新，

第 179頁。 
252 許永明，金融監理制度與革新，第 179頁。 
253 許永明，金融監理制度與革新，第 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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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金融監理現況與檢討 

第一項  我國現行金融監理現況 

第一款 銀行監理機關 
 

我國目前的金融監理機關共有財政部、中央銀行、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以及地

方主管機關。 
 

第一目  財政部 
 
我國辦理存款及放款業務的金融機構如商業銀行、專業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

等，依銀行法第十九條規定，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財政部，在地方政府則是財政

局。財政部並依銀行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負責辦理金融檢查業務，但其內部負責單

位（金融局）人員不足，因此大多委託中央銀行辦理金檢，財政部僅負責處理金

檢報告及少數必要的專業檢查。依民國八十六年修訂的「金融業務檢查分工方

案」，財政部金檢的對象為：民國八十年以後新設立的商業銀行、信託投資公司

等。 
 
財政部做為銀行主管機關，其權限涵蓋金融監理體系的四個部分，係我國金

融監理機構唯一享有命令制定權、檢查權、糾正改善權、及行政制裁權等完整權

限的機關。在法規方面，例如財政部訂定銀行法施行細則；在監督管理方面，例

如銀行及其分支機構之設立、變更、合併、停業及銀行營業執照之核發等；在檢

查方面，財政部依銀行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對全國金融機構皆有檢查權，為檢查銀

行業務及帳目，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令地方主管機構派員檢查相關事

項；在處分方面，財政部針對違法金融機構得處以罰鍰、勒令停業、撤銷許可、

派員監管、接管或其他必要處置。254

 
第二目  中央銀行 
 
中央銀行依中央銀行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理全國金融機構業務檢查，並得與

財政部委託之檢查合併辦理。歷年來，由於中央銀行擁有充足的人力、物力與專

業知識，再加上長期接受財政部委託檢查金融機構業務，中央銀行已成為金融檢

查重心。除由財政部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檢查者外，皆屬中央銀行金檢範圍。 
中央銀行雖然是金檢重心，然而在金檢體系內，卻未擁有完整的監督權限，主要

有檢查權與命令糾正權。在檢查方面，中央銀行依「財政部委託中央銀行檢查金

融機構業務辦法」第二條及中央銀行依據「中央銀行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接受

                                                 
254 銀行法第五十九、六十一、六十二、一百二十九至一百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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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委託，訂定「中央銀行檢查金融機構業務辦法」，以直接檢查、會同檢查

及委託檢查方式對全國金融機構辦理業務檢查。央行對各受檢金融機構業務上應

行糾正及注意事項，按其情節輕重，由央行通知受檢機構辦理，並以副本抄送財

部，其有涉及行政或法律事項者，建議財政部或其他有關機關處理之。255因此雖

然中央銀行有金檢權，但並無制裁權做為後盾，使得金檢效果大打折扣。 
至於業務管理方面，亦僅有部分權限，如銀行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有關擔保物最

高放款率，中央銀行擁有規定及管理權。 
 
第三目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存款保險條例第二十一條規定，在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

關（財政部）洽商中央銀行核准後，檢查要保機構之業務項目或通知要保機構於

限期內造具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或其他報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得依檢查結果

或報告資料，向要保機構提出改進意見並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者，得報請主管

機關辦理。 
 
自民國八十八年一月起，我國改採強制投保制度，因此理論上所有金融機構

皆必須加入存款保險成為要保機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一定條件下，對所有金

融機構皆享有金融檢查權。目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負責例行性金檢者，依照「金

融業務檢查分工方案」主要係基層金融機構以及經財政部、中央銀行、中央存款

保險公司洽商決定者，例如華僑商銀。256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金融體系中主要係負責金融檢查，在監督管理部分並無

任何權限，在金融檢查部分，誠如上述，亦僅係於必要時且於財政部洽商中央銀

行核准後，始得為之，理論上並非例行性的金融檢查。而對於非基層金融之金檢，

檢查後，存保公司必須將金檢報告函送中央銀行及財政部，副本送有關機關；基

層金融機構之金檢部分，函送地方主管機關，副本送財政部、央行及有關機關，

其並得依檢查結果向要保機構提出改進意見並限期改善，要保機構於期限內未加

改善，則存保公司亦僅能報請財政部處理，並未具有任何處分權限。 
 
第四目  地方主管機關 
 
舊銀行法第十九條規定，省（市）政府財政廳（局）為金融機構之地方主管

機關，並依銀行法第四十五條、信用合作社法第五條及第三十七條、農會信用部

業務管理辦法第二條及第二十四條以及漁會信用部業務管理辦法第二條及第二

                                                 
255 財政部金融局，我國金融制度與政策，第四章金融管理制度，

http://www.boma.gov.tw/work/cch04.htm 
256 蕭文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評析，法令月刊，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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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得對其所屬之基層金融機構辦理金融檢查。惟在事實上，地方主管機關鮮

有辦理金融檢查，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未配置專門的金檢人力，其在名義上雖屬金

融監理體系的組織，但在功能上卻沒有任何地位。257

 
第二款 證券監理機關 
 

證券市場及期貨市場方面，係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依據證券交易

法及期貨交易法監督管理。證券及期貨市場之管理，包括證券發行之管理、證券

及期貨交易之管理、融資融券業務之規範、以及證券（期貨）相關服務事業之管

理等事宜。而在證券及期貨管理委員會的監督下，台灣證券交易所及櫃檯買賣中

心則分別為管理證券市場集中交易及店頭交易的自律機構。 
 
一、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根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組織條例第二條規定：「本會掌理下列事

項：一、證券募集、發行之核准及管理、監督事項；二、證券上市之核定及買賣、

管理、監督事項；三、期貨契約之核定及買賣、管理、監督事項；四、選擇權契

約之核定及買賣、管理、監督事項；五、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之核定及

管理、監督事項；六、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金融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其他證券、其他服務事業之核准及管理、監督事項；七、證

券商、期貨商之許可及管理、監督事項；八、證券商、期貨商同業公會之指導及

監督事項；九、證券、期貨交易所、櫃檯買賣中心之特許或許可及管理、監督事

項；十、證券商、期貨商、證券、期貨交易所之負責人及業務人員之管理、監督

事項；十一、公開發行證券公司之管理及財務、業務之檢查、監督事項；十二、

融資、融券業務之聯繫與協調事項；十三、證券、期貨之調查、統計、分析及資

訊電子作業事項；十四、證券、期貨管理之研究、發展、考核事項；十五、證券

及其他管理法規之擬議事項；十六、會計師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

之管理、監督事項；十七、其他有關證券及期貨之管理事項。本會對前項各款有

關審核、檢查、調查等工作之全部或一部，得委託他單位辦理。」 
 
二、台灣證券交易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於證券集中交易市場，依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二十五

條：「台灣證券交易所得派員檢查或查詢證券商之帳簿、交易憑證、單據、表冊、

契約，證券商不得規避或拒絕，台灣證券交易所若發現證券商有違反法令規定之

情事，得視其情節之輕重為必要之處分。」 

                                                                                                                                            
129頁。 
257 蕭文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評析，法令月刊，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第

129-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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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關於店頭市場，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二十四條規定：「對經營櫃檯買賣業務之證券商，

櫃檯買賣中心得派員檢查或查詢其帳簿、有關憑證、單據、表冊、契約，證券商

不得拒絕或規避。對違反情節較輕微之處置，櫃檯買賣中心可逕行處理，較重者

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報請證期會處理。」 
 
綜上所述，證券交易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對證券商有檢查權及部分處分權。 

 
第三款 保險監理機關 
 

我國保險監理權責屬於財政部保險司，依財政部組織法第六條規定：「保險

司掌理下列事項：一、關於保險法規之擬定、解答及審核事項；二、關於國內及

國際保險動態之調查、研究事項；三、關於保險市場之管理事項；四、關於保險

機構之管理、考核事項；五、關於保險業務之研究、改進及審核事項；六、關於

保險業務之檢查事項；七、關於保險之涉外事項；八、關於保險人員之考核事項；

九、關於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之管理事項；十、關

於違反保險法規之取締、處理事宜；十一、關於保險管理之其他事項。」  
 

第二項  我國現行金融監理制度之缺失 

 
我國現行金融監理制度，誠如上述，目前我國金融行政管理權集中於財政

部；而金融檢查權則分屬中央銀行、財政部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分工合作；在行

政管理權方面，目前我國銀行、證券、期貨及保險業之主管機關雖集中於財政部，

然實務運作上並未有合併監督管理。進一步而言，有關於金融檢查方面，銀行業

之金融檢查係由財政部、中央銀行及中央存保公司分工辦理；證券業由財政部證

期會負責；保險業則由財政部保險司負責檢查。此種以行業別（「機構管制」）管

制模式確實存有諸多疏失，尤其面臨金融集團的興起，與跨業經營之金控公司相

繼成立，主管機關的監理機制將面臨具體變革，以下將會進一步說明。而「機構

管制」之缺失如下： 
 

一、金融監理權責紊亂 
如上所述，在金融監理體系中，僅有財政部擁有法規、監督管理、檢查、及

處分四項完整的權限，中央銀行則僅有部分監督與管理權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僅有檢查權，制於地方主管機關在實際上並未參與金融檢查工作。一般而言，監

督管理措施、、金融檢查與行政制裁緊密相關，當主管機關發現金融機構經營有

問題時，得採取考核、要求糾正改善的措施，必要時，實施金融檢查並依據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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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處以行政制裁來督促金融機構改善缺失。但我國係將監督管理權集中於財政

部，但把金融檢查權分散於財政部、中央銀行與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且財政部基

於人力不足，在事實上實施金檢情形並不多見258。因此，財政部對於金融機構營

運狀況的了解，大部分係依賴其他金檢機關的金檢報告，是否能夠有效履行監督

管理責任，尚有疑問。同時金檢機關在檢查過程中，即使發現缺失，亦僅能命金

融機構改善，並靜待主管機關財政部在收到金檢報告後，再一般行政流程重新審

閱報告後，決定是否及究竟要採取何種行動。如此一來，金檢的效果恐將打折扣，

並可能發生遲誤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的時機。 
 
二、金融檢查人力不足監理成本高 
在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影響下，金融機構的分支機構數目急遽增加，業務

內容也日趨龐雜，至民國九十三年二月為止，本國銀行總行數共有五十家，總分

行數共有三千一百七十五家；外國銀行在台分行共有三十六家，分行六十九家；

信用合作社三十五家，總分社三百四十一家；農會信用部二百五十三家，總分部

有八百二十九家；漁會信用部有二十五家，分部有三十九家；信託投資公司三家，

分公司二十八家259。然而負責金檢的機關人員包括財政部金融局、中央銀行金檢

處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總計約近三百人260（按：新成立金監會的員額總數則僅有

八百五十五人261）來負責上述全體金融機構的檢查，事實上並無法達成正常檢查

的頻率。此外，金檢人員分屬不同單位之待遇與晉升管道不一，亦使得金檢人才

嚴重流失。 
 
目前我國金檢單位將金檢成本內部化，實已造成金檢的壓力與負擔，雖然由

受監理單位自行支付費用的規範已有修訂，如銀行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中央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行檢查事項、報

表或資料予以查核，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據實提出報告，其費用由銀行負擔」；另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及證交法三十八條之一262亦有相關規定，然而這些法規架

構並無實際運作，所有監理費用目前仍由政府負擔，經費拮据及人力不足常是金

融監理制度運作不良的重要因素。 
 
三、欠缺統一監理標準 

                                                 
258 蕭文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評析，第 130頁。 
259 財政部金融局統計資料－金融統計指標，金融機構家數，詳見

http://www.boma.gov.tw/files/sta/index-1.xls 
260 賴英照，台灣金融版圖之回顧與前瞻，民國 86 年，第 142頁。 
261 林文義，「金監會年費確定－依銀行、證券營業額收取萬分之三年費」，工商時報，八版，93.3.5。 
262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檢查，主管機關得委託適當機關或專業經驗人員擔
任，其費用，由受檢之保險業負擔。」另證交法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

得隨時指定會計師、律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檢查發行人、證券承銷商或其他

關係人之財務、業務狀況及有關書表、帳冊，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或表示意見，其費用由被檢

查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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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行監理機關不但存有事權不統一的問題，更因這事權的不統一而導致

各監理機關所制定的監理法令與標準不一，例如銀行業與證券業在設立規範、內

部控制標準、資訊揭露標準、檢查規範等均不相同，落實在不同金控轉換主體的

監管適用上恐將有疑問。而即使是同樣監理銀行業務的金融局、中央銀行與中存

款保險公司，其所使用的檢查表格及查核方法，亦存在許多差異，因此各監理機

關間為資訊交換時，單位名詞之統一及各項標準或數值之轉換，勢必影響金融監

理的效率。263另從消費者立場言，各不同監理機關所制定不同之消費者保護政策

或不同資訊揭露政策，也容易造成消費者混淆、與判斷之困難。 
 
四、 產生監理衝突 
在我國金融業按機構別分別監理的情況下，可能涉及不同監理機關爭議的同

一議題，難免因相互間利益衝突或立場不同，而產生監理態度之不同，甚至有互

相掣肘的情形發生；而隨著金融集團的成型與金融業跨業經營風潮日盛，此種監

理衝突恐將難以避免。264

 
五、 監理機關缺乏金融調查權 
主要金融先進國家，在考量金融犯罪預防下，多於各項法規中，賦予金融監

理機關一定的金融調查權。例如，實施單一金融監理的英國，金融服務署（FSA）
所擁有的調查權便具體規範於金融服務暨市場法中，其調查權的內涵，不但有資

訊蒐集，對於調查行為亦有明確界定；金融調查人員甚至可以進行搜索以降低金

融業參與犯罪之程度。而以多元監理模型為主的美國，其證交法第二十一條亦允

許證管人員有權擁有傳喚證人、強制其到場與蒐集證據等權限。 
 
 
 
 
 
 
 
 
 
 
 
 
 

                                                 
263 張冠群，論保險業與其他金融行業組織上結合之監理，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研究所

論文，民國 89 年 6月，第 235頁。 
264 王文宇，控股公司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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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新金融監理制度之介紹 

 
近年來陸續發生的金融弊端，引發市場對現行金融監理與分工檢查架構的質

疑，尤其是金融檢查，常被譏諷是「多頭馬車」的管理。在考量監理事權未統一，

主管機關權責難以釐清、金融檢查權與行政處分權未緊密結合，監理效率易遭質

疑及金檢人力未統合運用、浪費人力資源等缺失後，政府開始全面檢討金融監督

管理制度。 
 
政府內部首先對金融檢查事權的統一達成共識，並於權衡世界各國金融監理

體制的改革過程與我國金融環境的變遷後，進一步提出金融監理一元化（金檢一

元化、金融證券保險一元化、檢查權與管理權一元化）的改革方案，期待以業務

別導向的功能性管理模式，取代機構別監理，而將金融的行政管理、業務管理與

監督集中於同一部門。265值得重視的是，雖然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希望架構金檢

權的一元化，不過在現行中央銀行仍掌握部分金檢權力的情況下，金融檢查能否

一元化頗受矚目，亦將在以下進行討論。 
 

第一項  組織架構採獨立委員會制 

 
即將在今年七月一日正式成立運作的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將完全負起金融

監理一條鞭的管理，亦即由金融法規政策的制定、金融業的監督管理、業務檢查

到處分，完全由金監會全權負責266。同時金監會將採委員會及任期制度，可維持

適當的獨立性，並可藉此減少外界干預並使政策形成更為周延。如行政院金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便規定，金監會共設置九位委員，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二人為副主任委員，並採交錯任期制267；同法第九條規定，金監會依法獨立

                                                 
265 金融集團監理之比較研究，儲委會金融研究叢書（041），第 177頁。 
266 金監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會主管金融市場及金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理及檢

查業務。」第四條規定：「本會掌理下列事項：一、金融制度及監理政策。二、金融法令之擬訂、

修正及廢止。三、金融機構之設立、撤銷、廢止、變更、合併、停業、解散、業務範圍核定等監

督及管理。四、金融市場之發展、監督及管理。五、金融機構之檢查。六、公開發行公司與證券

市場相關事項之檢查。七、金融涉外事項。八、金融消費者保護。九、違反金融相關法令之取締、

處分及處理。十、金融監督、管理及檢查相關統計資料之蒐集、彙整及分析。十一、其他有關金

融之監督、管理及檢查事項。」 
267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金監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本會

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特任，綜理會務，執行委員會之決議，對外代表本會，任期

四年，任滿得連任一次；二人為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理會務，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

職等，任期四年，任滿得連任一次，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四職等，不受任期四年的限制；其餘委

員六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中三人任期四年，任滿得連任一次，另三人於本會成立時

任期二年，續獲任命者，任期四年，任滿得再連任一次。委員均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第二項規定：「本會委員，鷹遴選具有法律、經濟、金融、財稅、會計或管理等相關學識及經驗

者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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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職權；同時第十一條規定，委員會議的召集每週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

時會議，會議的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的同意行

之。268

 

第二項  利益迴避原則的訂定及重大違規事項的適時公佈，

將使金融監理制度運作更為透明 

 
金監會組織法第十二條特別規定：「本會委員除應遵循行政程序法相關迴避

規定外，對於本人、配偶或本人三親等以內血親或二親等以內姻親為負責人之相

關機構或企業案件之提案及審議，亦應迴避。」另外第十條第三項規定：「有關

違反金融法令之重大裁罰措施，本會於處分後，應於適當時間內對外公佈說明；

其辦法，由本會定之。」269

 

第三項  調查權的賦予 

 
金融市場為國家經濟的櫥窗及經濟發展的命脈，為保障存款人、投資人、被

保險人權益，金監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一項特別規定：「本會及所屬機關辦理金融

檢查，於必要時，得要求金融機構及其關係人與公開發行公司提示有關帳簿、文

件及電子資料檔等資料，或通知被檢查者到達指定辦公處所備詢。」另外同條第

四項規定：「本會及所屬機關對涉有金融犯罪嫌疑之案件，得敘明事由，報請檢

察官許可，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索票後，會同司法警察，進入疑為藏置帳簿、

文件、電子資料檔等資料或證物之處所，實施搜索；搜索時非上述人員不得參與。

經搜索獲得有關資料或證物，統由參加搜索人員，會同攜回本會及所屬機關，依

                                                                                                                                            
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268 金監會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本會委員會議每週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二項規定：「前項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由代理主任委員職務

之副主任委員代理之；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

之。」 
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會議，得邀請學者、專家及主要議題有關之其他機關或事業派員列席，

提供諮詢、陳述事實或報告。」 
269 另金監會組織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下列有關金融市場及金融服務業之事項，應經本會委員

會議決議：一、金融制度及監理政策之擬定及審議。二、金融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三、

金融機構之設立、撤銷、廢止、變更、合併、停業及解散之審核。四、違反金融相關法令重大處

分及處理之審核。五、委員提案之審議。六、其他金融重要措施之審議。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

會議決議事項。」第二項規定：「前項第四款關於重大處分以外之事項，依本會分層負責規定，

由本會及所屬機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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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處理。」270同時第五項規定，依法執行公務的人員，應出示身分證明及有關執

行職務之證明文件，未出示者，被檢查者及其關係人得拒絕之。 
 
第七項進一步規定，對於妨礙、規避或拒絕檢查、拒不提示有關帳簿、文件

及電子資料檔等資料或無正當理由而拒不到達備詢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處新

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至接受檢查、到場備

詢或提出有關帳簿、文件及電子資料檔等資料為止。 
 

第四項  經費來源採「公務預算」及「使用者付費」雙元制，

無法完全獨立自主 

英美先進國家之金融主管機關均有向業者收取管理費、檢查費之做法，一方

面可使主管機關有較為充裕之經費，得以聘用足夠人力，進行法制與各項監理措

施之研究、檢討與規劃更新，以更完善、專業的金融監理服務，直接提昇金融監

理品質；另一方面，亦使主管機關需採取更積極負責的態度，向業者說明金融監

理的目標、理念與具體措施，並提供業者對於各項法規制度表達意見的機會，以

增加業者對於金融監理制度之認同與參與，減少施政阻力，對主管機關與業者雙

方均有助益。271

 
依照金監會組織法第六條的規定272，未來金監會將向各金融機構收取年費，

做為金融檢查的用途，以及金監會的運作資金來源；根據財政部所公告的「金監

會監理年費及檢查費收取標準草案」確定未來對銀行、證券業將收取營業額萬分

之三的年費，保險業則是以「實質收入」收取年費，亦即以所收的保費扣除各項

責任準備金後的餘額計算，但不得減除支付保險代理人的佣金。273至於檢查費用

則是一律按人數及天數計收，草案規定每一檢查人每檢查一天，以一千五百元計

收，亦及每一人一天收取一千五百元檢查費，若派十人檢查十天，就共收十五萬

檢查費。此項收費較依資產規模收費的方式合理，對資產規模大的金控亦較有

利。以資產規模上兆元的金控公司為例，若依資產計收檢查費，一次要收六十萬

元；若依人數、天數收費，則可能不到二十萬元。274

 

                                                 
270 另金監法第五條六項就所謂關係人之定義如下：一、金融機構之負責人與職員。二、金融機

構之關係企業，其範圍適用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三、第三百六十九條

之九及第三百六十九條之十一規定。 
271 蕭文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評析，第 136頁。 
272 金監會組織法第六條規定：「本會為辦理監督及管理業務，得向受監理之機關收取監理年費，

其中保險機構依實質營業收入，其他機構依年度營業收入支萬分之三至萬分之八計收；監理年費

之計繳標準，由本會定之。」 
273林文義，「金監會年費確定－依銀行、證券營業額收取萬分之三年費」，工商時報，八版，93.3.5。 
274 邱金蘭，「金檢，按人數天數收費」，經濟日報，二版，9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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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於目前「使用者付費」制度在我國並未普遍推行，因此推動初期，金融

監理委員會人員之一般薪資及辦理業務費用，仍擬由一般公務預算支出，因此依

金監會組織法第七條規定，將另外設立「金融監督管理基金」，並主要由政府循

預算程序撥款。275同條文第三項並規定「金融監督管理基金」之主要支出用途包

括：一、推動保護存款人、投資人及被保險人權益制度研究。二、推動金融制度、

新種金融商品之研究及發展。三、推動金融資訊公開。四、推動金融監理人員訓

練。五、推動國際金融交流。六、行政院核定給與本會及所屬機關人員之特別津

貼。七、其他有關支應金融監理部門特別用途之支出。 
 
此外，行政院金監會的員額也初步確定為八百五十五人276，由央行及存保移

轉到金監會人員的薪資調整，將再報行政院決定，並且，央行及存保人員轉到金

監會將具有公務人員身分，未來退休有機會可以領取月退俸。（金監會組織法第

三十一條） 
表 5-1：金融監理委員會與現行制度之比較 

 現行制度 金融監理委員會 
機構性質 分屬財政部或中央銀行轄

下 
行政院一級單位 

經費 政府編列預算 採「政府編列預算」及「向

業者收費」雙元制 
立院監督質詢權 受立法院質詢監督 受立法院質詢監督 
人事獨立權 需具公務員資格 需具公務員資格，但仍保

有彈性 
決策模式 首長制 委員會合議制 
決策獨立權 受行政、立法機關牽制不

具獨立性 
以任期制保障首長行使職

權，較具獨立性 
事權統一性 由不同主管機關負責，行

政成本高 
檢查權與管理權合一，事

權統一 
資料來源：「金融集團監理之比較研究」，儲委會金融研究叢書（041），第 179頁。 
 
 
 
 
 
 

                                                 
275 金監會組織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本會設金融監督管理基金，其收入來源如下：一、由政府

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二、辦理金融監督、管理及檢查業務，向受本會監督之機構及由本會核發證

照之專業人員收取之特許費、年費、檢查費、審查費、執照費、罰歡收入及其他規費。三、基金

之孳息。四、其他有關收入。 
276 金監會組織法第三十條規定，第二十六條至第二十九條，即有關銀行局、證券期貨局、保險

局和檢查局之機關組織法律在未完成立法程序前，應經權責機關訂定暫行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施

行；其暫行員額總數，不得超過九百一十人，原機關之組織法律不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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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金監會組織的檢討 

第一項  仍未順應潮流，採行功能性監理 

第一款 機構別組織架構仍是主導 
 

根據金監會組織法第二十六條至第二十九條之規定，金監會成立後，似仍採

機關別的監理架構，而設有金融局、證期局、保險局及金檢局，如此一來，新的

金監會將僅是針對目前已存在的財政部金融局、保險司、證期會與存在不同機關

之檢查單位予以合併或合署辦公而已，面對金控公司的跨業經營模式恐無法因

應，甚且會引來「換湯不換藥」之譏。可喜的是，目前財政部長林全已開始提出

功能性監理的構想。 
 
林全特別指出，金監會成立後，不一定要成立金融局、證期局、保險局及金

檢局（此乃目前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六條至第二十九之規定

者）等，並考慮依照金融產品功能別，重新組織金監會的職權。林全表示，目前

保險司管理由保險業轉型而成的金控，例如國泰金控，但國泰金控發展的產品不

一定與保險有關，但按目前規定，這些新產品也必須向保險司提出申請，因此，

未來金監會成立後，則考慮以產品的功能別加以區分，例如即使是由銀行轉型的

金控，只要推出的產品與保險有關，也統由負責保險的單位加以審核，以減少對

金融監理的介面，提高金融監理的效率。這部分金監會的組織功能，財政部預計

每二年檢討一次。277

 
第二款  功能性監理制度的引介 
 

我國金控法所繼受的美國，其金融現代化法案中，便是採取所謂的功能性監

理原則，將銀行業務監理交由聯邦準備理事會（FRB）、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及金融局（OCC）；證券業務的監理則交由證管會（SEC）及商品期貨交易委員

會（CFTC）；保險業務交由州保險行政長官。但功能性管理的做法亦可能造成政

策不一致、監理效率不彰及部分業務無法清楚劃分的結果，是以金融管制機構的

整合，目前在美國亦有所討論。278

 
所謂的功能性監理，就是破除以名稱類別來歸納金融機構的屬性，而改以業

務範圍為歸納之基礎。279目前我國的金融管理乃是採取所謂的「機構管制」280，

                                                 
277 林文義、邵朝賢，「金監會職能擬重組」，工商時報，八版，93.3.11。 
278 李桐豪，由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看我國的金融控股公司法，台灣金融財務季刊，第二輯

第二期，民國 90 年 6月，第 8頁。 
279 李桐豪，由功能性管制觀點探討我國金融監理制度的改革方向，第 25頁。 
280 目前我國金融業務主要可分為銀行、證券及保險。管理銀行之法規可進一步分中央銀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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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要求各金融機構必須在其規定的範圍內活動，而法規的解釋與設計主要操

控權仍在金融主管當局。過去這樣的法規設計或許勉強可應付金融管理的需求，

但隨著銀行業者朝綜合銀行的方向發展時，銀行跨越過去的金融防火牆限制，開

始經營證券甚至保險業務，法規的適用性與金融管理就會發生問題。舉例言，擁

有儲蓄部或信託部的商業銀行若購買股票等有價證券時，依銀行法第三條、第七

十一條、第七十八條及第一百零一條規定，可屬於投資業務，但亦可屬於銀行法

第三條第十五款的自行買賣有價證券，或第一百零二條的證券自營商業務，究竟

證管會在這兩可情況下，扮演何種角色，是否需要監督銀行的股票進出，以及監

督的標準為何，都是可以探討的課題。此外，當銀行信託部經營證券經紀業務時，

是由證管會管理還是金融檢查機關檢查，兩者可謂完全不同之管理基礎，對銀行

的金檢重在秘密監督而非證券業的市場紀律管制。且通常管理銀行的機構是不會

願意讓證券管理單位插手其中的。 
 
至於功能性監理的主要優點如下： 

一、避免重複管制：如上所述，唯有透過功能性監理，方能使名稱不盡相同的公

司在經營相同金融業務時，所受到的管制是一致的，如此可以避免不同的機

構從事相同業務卻由不同的法規來管制，造成競爭的不公平與鑽法律漏洞行

為。在功能性管制下，不同金融監理機構的權責劃分清楚，重複管制所浪費

的資源成本也就可以降低。由功能性管制觀點，在銀行信託部承作證券經紀

業務時，就必須接受證券管理單位的監督，而銀行業務所要求的安全與穩

定，則接受銀行之監督。 
二、促進金融創新功能：功能性管制亦不會阻礙金融創新，相反的，功能性管制

反有助於具經濟效益的金融創新。由於任何金融機構的金融創新構想，只要

經相關的金融監理當局審核通過後，就可能被所有其他申請核准的金融機構

所使用，個別金融機構的創新的確會受到影響，但金融機構的自律機關卻可

發揮合作的功能，集體合作開發新的金融商品。281

三、穩定金融體系：功能性管制還可以管理到目前無法可管的金融機構，有助於

穩定金融體系。如租賃公司僅受經濟部商業司的管理，當鋪是特種營業，融

資公司或地下錢莊尚待合法化，這些均是在機構管制下的漏洞，一但發生問

題，多少會影響經濟活動之正常運作；藉由功能性管制便可輕易透過修正業

務類別的方式，將彼等納入規範。 

                                                                                                                                            
銀行法及各別單行管理法規，如中央存款保險法、票券金融管理法、信用合作社法、農漁會信用

部管理辦法等。而證券業之管理法規除證券交易法外，尚有管理各種證券機構，如證券交易所、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基金、投資顧問與證券金融公司等的相關法規。保險業的法規則有保險法、

中央再保險公司等不一而足。此外，金融機構在單一法規內又可做進一步的分類，如銀行法中將

銀行分類為商業銀行、儲蓄銀行、專業銀行、信託投資公司與外國銀行五類，各有不同的業務範

疇。證券交易法也把證券商分為證券承銷商、自營商與經紀商。 
281 如英國便在一九八六年依據功能性管制構想通過金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銀行因

此可以從事投資銀行業務，並由證券暨投資理事會（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Board ，簡稱SIB）
監督自律機關（SROs）管理各類投資銀行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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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功能性管制下，要進一步思考的是金融業務要如何分類，各類業務

間的各種關係（包括風險關係）要怎樣釐清、管理者該依何種標準去監管，以及

金融安全網該如何設定等，均是思考重點。 
 

第二項  金融監理之目標未具體而明確 

 
現行金監會組織法第一條規定：「行政院為建全金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金

融穩定及促進金融市場發展，特設立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這項政策性的宣示，

對於金融監理目標的具體與建立實可謂乏善可陳。誠如前面章節所介紹英國之金

融服務署（FSA）在其金融服務暨市場法二 000（FSMA）中特別賦予監理單位

四項明確的法律目標，分別是：一、維繫群眾對英國金融體系之信心（Maintain 
confidence in the UK financial system）；二、增進民眾對金融體系之了解（Promot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financial system）；三、確保消費者受到適當之保護
（Secure the appropriate degree of protection for consumers）；四、減少金融犯罪

（Reduce the scope for financial crime）。甚至 FSA還被賦予許多額外的職責，其
指導原則如：一、效率及經濟。二、管理者的角色。三、比率規範。四、創新。

五、金融服務國際化及英國競爭地位之維持。六、競爭。（詳見前面章節介紹）

相較之下，我國金融監理委員會的目標與功能便顯得相當貧乏而格局不夠。 
 

第三項  金融監理工具之強化 

 
雖然金監會組織法原則上乃是組織法的性質，但是該法中仍有功能法（或稱

作用法）之內容，如第五條有關調查權之規定者，因此，在面對金融環境日益複

雜、風險日增、及金融商品不斷推陳出新的情況下，如何使金融監理委員會能夠

因應變動快速且市場敏感度高的金融體系，實乃是監理政策的一大考驗。而本研

究認為，除建立一般金融預警制度外，加強金融監理委員會的權限亦刻不容緩，

尤其是針對問題金融機構時，如必要時可由金融監理委員會召集金融機關相關的

重要會議：例如股東會或董事會或由金監會派任監察人至金融機構，以便能即時

處理金融機構發生違法事由時所產生的危害282。 
 

第四項  專業監理人才問題 

 
金監會成立後，主要金融檢查人員將向中央銀行與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借將，

                                                 
282 蕭文生，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評析，第 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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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金監法第三十一條亦有針對現職金檢人員的轉任，可由行政院專案核准的規

定；同時轉任人員若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

輔事項，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另以辦法訂定；而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得繼續留任職務列等相當之職務至離職時為止。（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另外金監會組織法第三十三條亦規定，為因應業務需要，金監會得依聘用人

員聘用條例之規定，聘用對於衍生性金融商品、資產證券化、投資銀行、融資性

租賃、期貨、精算及資訊科技等有專門研究之資深人員六十人至一百人。283雖然

這項向實務界借將的立法例相當值得肯定，然而礙於目前公務人員受限於旋轉門

條款的規範，未來如何具體吸收業界菁英恐有具體落實上的困難。此外，由於未

來金監會人員的權力非常大，因此，似應考慮對其正式編制的工作人員之行為，

於其就職期間與離職後，需有一定的相關規範；然而目前我國除對一般政務官有

旋轉門條款的規定是用外，並未見對金監會人員設置行為規範，值得注意。284

 

第五項  監理政策與監理法規是否發生「整而未合」之情形 

 
金監會成立後，如何落實合併監理的功能，避免因初期仍採機構別的監理，

而發生整合未合的情形，確實是一大挑戰。監理機關對於銀行、證券、保險三種

主要金融機構的監理，本質上確會有所不同，但宜避免對不同屬性的金控公司（如

國泰世華金控與富邦金控乃以保險業為主體，中信金控與兆豐金控則以銀行為主

體等）有影響公平競爭之監理政策及監理法規。285

 

第六項  金融檢查未能走向一元化 

   雖然目前行政院金融監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九條特別規定金監會將設立

檢查局，同法第三十一條並規定，包括中央銀行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現職金檢

人員，將由行政院專案核准，轉任至金監會，以進行金融檢查的一元化。286不過

                                                 
283 然有學者認為，由於金融業務創新速度非常快，且與市場緊密結合，政府部門之研究往往契

合不上業界之創新及變化速度，因此觀察各國做法均是於監管需要時，結合或指定民間專業機構

合作辦理或委託研究，而非自設一龐大研究機構，且此與我國力圖追求小而美的政府架構不符。

參見李紀珠，評一讀通過之「金融監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國家政策論壇，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 91 年 1月，第 108頁。 
284 李紀珠，評一讀通過之「金融監理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國家政策論壇，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 91 年 1月，第 108頁。 
285 金融控股公司下金融監理制度之研究，第 99頁。 
286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中央銀行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現職金融檢查人員，得經行政院專案核准，轉任至本會及所屬機關。轉任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輔事項，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另以辦法訂定。 
前項專案轉任人員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繼續留任職務列等相當之職務至離職時為止。 
依第一項訂定之辦法施行前，中央銀行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金融檢查人員，得先以借調

方式支援本會及所屬機關之檢查業務；本會於借調期間內，得依本法之規定，編列預算員額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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