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控股公司監控法制之研究─以內部監控機制為核心 

「法律是一種類比性的存在， 

法學思維是一種類比式的推論。」~亞瑟考夫曼 

 

第二章  金融控股公司之緣起 

 

第一節 美國金融控股公司之立法沿革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大致區分為美國的「銀行控股公司」

（ Bank Holding Company）和歐洲的「銀行百貨公司」

(Universal Bank)兩種，此兩種不同的經營模式乃因其不

同國家背景而生，在此不細述。兩者最大的差異是，前者

的銀行由於長期受到政策法令限制，銀行不得兼營其他業

務，因此當經濟環境變動，法令不得不走向放寬一途時，

便以成立「銀行控股公司」為因應。而後者，銀行經營包

羅萬象之業務並未受到任何限制，像百貨公司一樣，此二

者立法背景截然不同。  

 

美國乃經濟大國，其金融體系對世界金融來說，可謂「牽

一髮動全身」，在法令完備上也走在各國前端，我國與美國

互動密切，受美國影響甚深，因此當我國研擬金融控股公

司法時，也多師法美國之立法模式。  

 

第一項  立法歷史  

 

第一款  從開放到限制─  

The Glass-Steagall Act(以下簡稱 GS 法 ) 

 

   1933 年以前，美國商業銀行除了一般存放款傳統業務

外，尚可兼營證券和投資業務，亦即銀行可同時扮演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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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承銷商之雙重角色，甚至隨著業務擴張，扮演更多元

角色，從正面觀之，如此銀行的獲利來源不再限於有限的

利息收入、手續費等，還可期待因投資他產業的可觀利潤。

然自反面而言，投資本具風險性，完全無限制允許銀行以

證券、期貨等間接投資或以現金進行直接投資，非常可能

因整體環境變動等自然因素或因人謀不臧等人為因素，而

導致銀行投資血本無歸。美國正因為過度濫用銀行投資無

限制之自由，卻造成 1929 年經濟大恐慌，美國華爾街股市

大量崩盤，投資人怨聲載道，對美國金融、投資產業失去

信心，美國國會歸咎於銀行業務無限擴張不受拘束，是造

成金融體系岌岌可危的罪魁禍首，因此推行一連串的金融

改革法案，1933 年美國國會通過 GS 法案便是其一，該法案

乃美國主管當局限制銀行經營業務之主要法源依據，從此

美國的銀行界走向「銀證分離」一途。  

 

第二款  GS 法對銀行業務之限制  

 

  誠如前述， GS 法之立法目的在透過限制銀行的經營業務

範圍，來限制銀行的投資規模，其立法邏輯顯而觀之為「如

果不讓銀行從事其他投資，銀行就不必承受被投資產業（或

公司）經營不利之風險，銀行之客戶也不必承受銀行因過

度投資失血而引發的倒閉危機」。  

 

  GS 法案關於限制銀行經營業務之立法規定如下：  

 

一、第 16 條：聯邦立案銀行除特許證券外 2，不得從事

                                                 
2 根據美國財政部金融局將特許證券分為三類：一、由聯邦政府或州政府發行之公債或由其完

全保證之債券。二、由聯邦政府設立之機構或州或地方政府所發行之債券，但由聯邦或州政府

完全保證者。三、一般公司所發行之投資優良債務證券。針對每一種類之特許證券，銀行所得

從事之業務內容及總額上均有不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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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經紀、買賣與承銷業務，並透過 GS法

案第 5 條規定，使本條限制同時適用屬於

聯邦準備系統會員的州立案銀行。  

二、第 20 條：規範聯邦準備系統之會員銀行之關係企

業，不得以證券業為其主要業務內容，關

於「以證券業為主要業務內容」之解釋，

隨著聯邦準備理事會之解釋逐漸放寬，最

新之解釋則是證券業務收入佔其總營業

收入 25％，即不違反本條之規定 3。  

三、第 21 條：不得兼營銀行與證券業務，銀行如欲介

入證券業務，可採取兩種方式，一是以銀

行子公司方式；二是以銀行控股公司之證

券子公司方式 4。  

四、第 32 條：規範該董事及職員，不得兼營聯邦準備

銀行會員銀行之董事及職員，避免銀行與

證券業者董事、經理與從業人員相互重疊

5。  

 

第三款   從限制到開放─  

The 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以下簡稱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  

 

GS 法的嚴格限制一直到 1999 年「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

（  The 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頒佈才解禁。該法廢除了 GS 法第 20 條銀行

與證券業跨業經營的限制，同法第 32 條也廢除了銀行與證

                                                 
3 曾紋如，淺論美國金融現代服務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57 期，194 頁。 
4 邱政宗，制頒金融機構合併法案芻議─從美國GS法修正經驗說起，立法院院聞，第 28 卷，第

5期，85 頁。 
5 曾紋如，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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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業之董事、經理、職員相互兼任之限制。一併修正的「銀

行控股公司法」也允許跨業經營金融業務的業者成立金融

控股公司（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  

 

第二項  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之內涵  

 

第一款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之立法精神：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之立法精神包括下列五項 6：  

一、植基於保障存款機構安全為前提下的跨業經營。  

二、准許大型金融機構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跨業，但

仍允許小型金融機構以銀行方式跨業。  

三、功能性管理為原則進行不同金融業務之監控管理。 

四、重視跨業經營後對客戶財務資料和隱私權之保護。 

五、跨業進入與退出之條件對稱，資本與管理能力並

重。  

  

第二款  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之業務範圍  

 

  在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下，金融機構之業務範圍擴張，

包含 7：  

一、金融相關活動：  

（一）金融控股公司下的非銀行子公司、國家銀行等，

在擴充權限之範圍內，得從事證券承銷與代理業

務。自 2001 年 5 月 12 日起，銀行在證券法規、

投資顧問法、 GS 法中享有的豁免均被廢除。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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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輯 2期，

90 年 6 月，第 5頁。 
7 同註 6，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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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控股公司下的非銀行子公司、國家銀行（少

於 5000 人以下地區）等，在擴充權限之範圍內，

得從事保險承銷與代理業務。排除州法禁止或干

預聯邦法律所允許存款機構或其子公司與保險

機構整合。排除州法禁止或干預存款機構及其子

公司進行保險銷售、招攬、或交叉銷售，但各州

若有安全港條款或符合金融服務現代化法中之

非歧視標準仍得以執行。  

（三）在金融服務現代化法通過五年後，授權聯邦準備

理事會與財政部部長聯合決定是否允許金控公

司之子公司從事商人銀行業務。  

 

二、其他金融活動  

 

  聯邦準備理事會和財政部參詢核可之金融附帶

（ incidental）業務，金融控股公司亦得進行該種業務。  

 

三、  互補性業務活動  

 

  金控公司得從事非金融相關活動，前提是聯邦準備理事

會核可認為該種業務與金融業務互補，並且不會對存款機

構和金融體系增加風險。  

 

第三項  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之限制  

 

第一款  關係企業交易  

 

  關係企業間交易或關係人交易如果管制不當，將會造成

金融體系動盪不安，圖利少數人，陷廣大民眾財務安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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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惶中，因此金融服務現代化法要求聯邦準備理事會依聯

邦準備法第 23A 規定，說明會員銀行與其相關企業進行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當日信用延伸時所產生的信用暴露

程度。  

 

  聯邦準備法第 23A並限制金控公司進行商人銀行之業

務。另金控公司與子公司間擔保交易之總額不得超過資本

與累積盈餘的 20％，並且必須符合聯邦準備法第 23A關於

擔保品規定 8。  

 

第二款  客戶財務隱私權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為保障廣大客戶之個人財務資訊不

被金控公司之相關公司不當使用而有進一步規定 9：  

一、  揭露資訊分享政策與程序  

  金控公司之相關子公司與客戶建立關係時，必須清

楚與明顯的通知客戶有關客戶個人資訊之收集、使

用、揭露之政策和程序，並且每年至少有一次確認

通知之動作。  

二、  客戶有拒絕第三人分享個人資訊之權利  

  客戶可拒絕（ Opt out）第三人使用分享個人資訊，

金控公司之相關公司在客戶拒絕後，即不得再使用

揭露客戶資訊。  

三、  禁止為市場行銷而揭露客戶帳戶號碼  

  銀行與電話行銷公司、郵購公司之合作業務，經常

會交換客戶資料，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明文禁止將

客戶之帳戶號碼揭露給無關第三人。  

                                                 
8 李桐豪，同註 6，第 6頁。 
9 李桐豪，同註 6，第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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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禁止在誤導的前提下取得財務資訊  

  禁止第三人使用錯誤、假造、偽造的聲明或表示，

自金融機構或金融機構之客戶取得客戶資訊。  

五、  對金融服務提供者及聯合行銷合夥人揭露資訊

之除外條款對於合理使用之揭露，金融服務現代化

法另明文訂有除外條款，詳情參後文。  

 

第二節  日本金融控股公司之立法沿革  

 

日本經歷泡沫經濟的衝擊下，大藏省自 1996 年起積極進

行金融改革，由金融審議委員會提出金融大改革之的構想

及相互跨業等五種經營模式，控股公司模式成為橋本內閣

推動金融大改革的利器。在 1997 年廢除「獨佔禁止法」第

9 條，大幅度解除對控股公司設立之管制措施，而承認金融

控股公司之創設。同年並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整備法」及

「銀行控股公司創設特例法」10,並從 1998 年 3 月開始實施。 

 

第一項   立法歷史  

 

第一款  證券交易法規範銀行不得兼營證券業務  

 

  二戰以前銀行兼營證券業務並無法律上限制，然戰後日

本由美國暫管，盟軍政策乃促進日本民主化並防止財閥再

現，並基於維持銀行健全經營、防止利益衝突、保護存款

戶等考量，在 1948 年 4 月大藏省接受聯合國總司令部 (GHQ)

的政策指導，以美國 GS法案為藍本修正證交法第 65 條，禁

止金融機構兼營證券業務，並明訂銀行除因投資目的或基

                                                 
10 王志誠，企業併購法制與控股公司之創設，月旦法學雜誌，第 68 期，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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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託契約外，不得從事證券業務 11。  

 

第二款  獨占禁止法限制控股公司之設立  

 

  二戰以前，日本財閥是一種橫跨多種產業的聯合企業，

在家族支配的控制下，由本身經營的金融機構提供資金，

形成超大型的控股公司，集中經濟力量，支配社會資源，

構成壟斷與獨占，使得新企業難以加入市場，更遑論與其

競爭，對日本的國內經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日本政

府在二戰之後，於 1947 年制訂「獨佔禁止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設立控股公司；同條第 2 項規定，國內公司

和外國公司均不得在日本國內設立控股公司；第 11 條規

定，金融公司不得取得具有競爭關係金融公司的股份，也

不得取得其他公司 5％以上的股份 12。  

 

第三款  金融大改革下解禁之爭議  

 

  從 1960 年代後，為了因應資本自由化，加速經濟發展，

出現廢除證交法第 65 條和獨佔法第 9 條的呼聲日漸升高，

贊成和反對者均有所論。  

 

一、  以下就贊成和反對證交法第 65 條之見解節錄如下 13： 

（一）贊成廢止之見解：  

長期銀行與證券分離的管制結果，反而造成野村、

                                                 
11 Richard Dale, International Banking Deregulation-The Great Experiment: Reforming 

Japan’s Financial System, Blackwell Publishers, at 88-89(1992). 
12
施敏雄，日本金融控股公司法之立法背景與運用，台灣金融財務季刊，2 輯 2 期，90 年 6 月， 

第 19-20 頁。 
13 張捷昌，日本新金融制度之探討，台北市銀月刊，第 25 卷第 6期，1994 年 6 月，第 56-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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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山一和日興四大證券公司寡占之局面。反對論

者以為造成利益衝突部分，可用輿論監督、金融機構

相互間較大競爭、銀行為維持名聲及公開財務資料等

方式避免，而且從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從高成長轉

為低成長，法人企業向銀行借款額下降，銀行藉由操

控融資額、派遣高級幹部到企業的影響力已明顯減退。 

 

（二）反對廢止之見解：  

銀行兼營證券業務所產生的利益衝突將可能犧牲銀

行其他存款戶之利益，例如：銀行貸款給 A 企業，該

企業其實已陷入經營危機，銀行為了收回貸款，仍為

A 企業發行證券，並且隱藏經營不善的事實，以利證

券之銷售。同時銀行為了銷售證券，又貸款給證券發

行公司或投資人；銀行若持有股票，利用旗下的銷售

管道或投資建議勸說客戶購買銀行持有的股票，使股

票價格上揚等，這些只是利益衝突之部分行為態樣，

無完善法令規範前，不應輕言解禁。  

 

  此外贊成廢止論者以為，銀行利用借款介入企業控

制的情形已大量減少，事實上銀行仍可運用「主力銀

行」 14之優勢地位來影響企業經營。  

   

二、獨占禁止法第 9 條之廢止亦有贊成和反對的見解節錄

如下 15：  

                                                 
14 日本戰後資金不足時期，企業高度依賴銀行融資，1960 年代後，由於企業籌措資金管道增加，

自資本市場籌資比例大幅提昇，企業對銀行的資金依賴性降低，且一企業可向多家銀行借款，

不再如過去完全仰賴一家銀行資金挹注，企業容易被該銀行控制。但即使如此，複數銀行聯貸

團仍可藉由主力銀行，即確保對企業融資固定在第一受償地位，銀行若同時為債權人和企業大

股東雙重身份，則極易發生道德危險和利益衝突之情事。 
15 許紋瑛，金融控股公司之法制建議─以美日比較法觀點評析我國相關立法，中原大學財經法

律系碩士論文，2001 年，第 26-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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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贊成解禁之見解：  

日本早在 1950 年代即陸續有各團體提出解禁的言

論，但受到法律和經濟學者之批判而功敗垂成，直到

1994 年 11 月通產省成立「企業法制研究會」檢討控股

公司之禁止規定，並在 1995 年 2 月提出「重新評估純

粹控股公司規制及大規模公司股份保有規制之建議」

報告書，主張解禁之理由包括：  

1.  戰後民主體制已深入日本，外資也可自由進出日

本，傳統大型財閥並無法支配日本的政治和經濟。  

2.  金融集團所造成的競爭力差異乃規模經濟所必然現

象，並非限制競爭行為。  

3.  控股公司可擴大企業活動範圍，增加獲利機會，提

高勞工就業機會。  

 

（二）反對解禁之見解：  

1.控股公司之構想應為通產省財經界共同策劃的產

業保護政策下鼓勵寡占，構想的背後雖有「產業重整」、

「國際競爭力」的正當理由，但卻將企業經營政策與公

共經濟政策或將寡占大企業的利益與國民經濟利益加

以混淆，可說只是企業利己主義的表現而已。  

2.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 1994 年 6 月的「反論書」指

出，控股公司會成為事業支配力的手段，阻礙公平自由

競爭。而且不利用控股公司模式，企業結構仍可由他法

得以重整。  

 

  在經過辯論後，贊成解禁者占上風，當時日本首相橋本

龍太郎在 1996 年提出日本金融大改革計畫三大原則 16：  

                                                 
16 劉鴻益，日本金融改革與銀行因應措施，金融研訓季刊，第 96 期，2000 年 1 月，第 59 頁。 

 14



金融控股公司監控法制之研究─以內部監控機制為核心 

 

一、自由化─建立依市場原理運作之自由化金融市場  

（一）允許銀行、證券及保險業得以設立子公司方式相互

介入經營。  

（二）因應客戶需求、創新金融商品及服務，並廢除長短

期金融分離的商品界線。  

（三）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並促進各項手續費之自由化，如

股票及期貨等交易手續費自由化。  

（四）促進國內外交易之自由化，廢除外匯銀行制度。  

 

二、公平化─塑造透明且能信賴之市場  

（一）藉由資訊充分揭露及規則明確化，確立自我責任

原則。  

（二）對違反市場規則者予以立即處置。  

 

三、國際化─建立先進金融技術之國際金融市場  

（一）配合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拓展，整建相關法令及合

乎國際標準的會計制度。  

（二）確立國際合作之監督體制。  

（三）准許控股公司成立使企業營運國際化。  

 

第二項  日本金融大改革之主要內容 17：  

 

一、擴大投資大眾的資金籌措管道  

  包括衍生性證券產品的全面解禁、整建投資信託環境、

透過銀行管道銷售保險產品、資產抵押證券等債權流動

化、國內交易的自由化。  

                                                 
17 許育菁，日本金融大改革及銀行因應對策，中國商銀月刊，第 18 卷第 8期，1999 年 8 月，

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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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促進金融機構服務品質的提升和競爭  

  准許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證券公司核准制度之修正、行

業別子公司業務範圍之相關規定之修正。  

 

三、  整建利於使用的市場  

  廢除交易所集中交易的義務、改善店頭市場的流通性、

國內外資本交易自由化、增加金融期貨交易內容。  

 

四、  建立值得信賴且公平透明的交易制度  

  強化合併財務報表制度、整建金融產品的會計基準、充

實金融檢查及處分的體制、加強保護金融機構的顧客、建

立證券公司倒閉的處理機制、實施早期導正措施。  

 

第三節  小結   

 

  自美、日之立法過程可知，金融控股公司因體系龐大，

如稍有管理不當，對整體國家經濟、社會之穩定有嚴重的

負面影響，因此兩國均經過十數年以上的正反辯論才通過

立法，反觀我國，金控法「迅速通過」被學者批評為「開

放過程太粗糙」其原因其來有自。不過，法律既經立法程

序通過頒佈，金控公司便大張旗鼓的運作起來，金控公司

可能會產生何種問題，或是使舊有的問題更形惡化，則是

政府、立法者、學界和實務界不能不面對的。  

 

  美、日兩國深知金融控股公司的弊端，因此在法令上規

範嚴格，以日本為例，主管機關以建立值得信賴且公平透

明的交易制度為己任，強化合併財務報表制度、整建金融

產品的會計基準、充實金融檢查及處分的體制、加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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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的顧客、建立證券公司倒閉的處理機制、實施早

期導正措施。這些都是我國法制應學習並即刻改進的地

方，特別是像會計準則部分，我國便和國際不同，以致於

在合併金融機構時，因適用會計準則的標準不一致，使得

金融機構打消呆帳的部分未能在合併之後顯現於資產負債

表中，這雖然對合併的雙方有利，但是對於投資人而言，

因財務資料部分被隱藏可能錯估該金控公司的真正價值，

造成投資不利，如此的問題我國的相關法令未能解決。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