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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際投資理論 

一、國家競爭優勢─波特(Michael Porter) 

    國際優勢理論的權威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

1990年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根據他對美、德、日本、英、南韓及

新加坡等十國的研究，得到一個結論：有二組環境因素影響一國產業的競

爭優勢。 

第一組為基本因素：計有四項，(1).生產因素─包含人力資源、自然資源、

知識資源、資本資源、基礎設施(2).市場需求─主要是本國市場需求(3).相關

及輔助的產業─主要指該等產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4).企業的策略、結構

與競爭對手。 

第二組為附加變數(因素)：(1).機會(2).政府。 

     這二組因素中，以第一組的四項基本因素最為重要，且這四項因素具

有雙向作用，其間相互關係構成菱形狀，形成其所謂之「國家鑽石」，如圖

2-1。當一個國家以廉價勞力為競爭優勢時，此種依賴單一因素的情況是十

分危險，因為其他落後國家會以更廉價勞力來取代此單一優勢。所以，波

特強調，一國優勢要厚植於持久的「鑽石關係」上，是要此四項基本因素

相互發展、配合、刺激、提升。 

     「鑽石關係」的目的，就是將國家的產業競爭優勢推向群聚(cluster)

分布，形成垂直和水平整合，以「群體戰」的方式取得國際競爭優勢，而

台灣高科技產業聚落即是最佳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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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特並指出，一個國家的競爭發展有四個階段：(1).生產因素導向

(factor-driven)階段 (2).投資導向 (investment-driven)階段 (3).創新導向

(innovation-driven)階段(4).富裕導向(wealth-driven)階段。前三個階段是國家

競爭優勢升級的主要力量，會帶來經濟繁榮；第四個階段則是轉捩點，國

家經濟有可能因此走下坡。一個國家的產業如果無法升級，並且擴大領先

他國的距離，就會面臨衰退。 

    四個經濟發展階段各有不同的背景特色，讓競爭力升級或沉淪的

關鍵分別如下： 

(1). 生產因素導向階段： 

代表國家加拿大、澳洲等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以及大部份的開發中國家。

此階段中，國家的成功產業所提供的產品種類少、技術層次低，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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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競爭。少數擁有高端技術的本地企業，大多是國外廠商的代工

廠，無法直接接觸產品的最終顧客。這個階段的產業，對全球景氣

與匯率變動非常敏感，因為這些因素會立即影響產品的需求程度和

價格高低。  

(2). 投資導向階段： 

代表國家有台灣、新加坡、西班牙……等。在這階段，企業會大量

投資興建現代化的設備與廠房，或用合資等方式，尋求國外合作機

會，並且建立國際銷售管道，試圖與產品終端消費者接觸。因為許

多新廠商的出現，國內市場競爭開始白熱化。這個階段，競爭優勢

通常來自需要規模經濟的產業、資本密集但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

產業等。政府可以藉由引導資金流入、提供保護措施等，來推動產

業升級。 

(3). 創新導向階段： 

代表國家包括美國、瑞士、德國。這個階段的國家，本土企業開始

擁有創造的能力，在產品、技術、行銷等領域的做法，都已接近精

緻化，發展出自有品牌，撤出價格競爭市場。在這階段，許多產業

都已發展出完整的鑽石關係(體系)。產業群聚不只有垂直整合，還

朝橫向水平發展，形成更大的產業聚群，甚至連服務業也能國際化。

此時，政府應該放棄直接干預產業，透過鼓勵新廠商進入、維持國

內競爭熱度等間接活動。  

(4).富裕導向階段： 

如英國、義大利。此階段的國家雖然擁有大筆資金，但幾乎是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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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本」：國內企業的競爭低落、再投資意願低、創業家凋零、勞資關

係僵化，因而喪失國際競爭優勢。在這個階段，只有「富裕」的產

業能維持競爭優勢，如本國市場需求仍高的金融服務、娛樂業、有

先行者優勢的產業和擁有的初級生產因素的產業。  

二、對外投資類型與水平、垂直分工關係 

    國際間對外投資類型可分為兩類：(一)、擴張型對外投資，目的主要再

擴大海外市場，例如美國之對外投資；(二)、防禦型對外投資，其目的主要

在避開其國內惡化的勞動成本及其他不利的投資環境因素，日本的對外投

資大都屬於此類型。而擴張型與防禦型對外投資，對母國和被投資國兩地

之工廠的水平分工或垂直分工存有密切關係。 

    通常擴張型對外投資的出現，主要原因在被投資國家對進口商品設立

某種程度的障礙，例如高關稅、進口限額，使得出資母國出口商品受到被

投資國之輸入限制，造成其輸入到被投資國銷售過程的困難度、成本提高。

而為打入該國市場，於是進入到被投資國投資，直接在該國生產，以擴大

市場，例如早期美商到台灣投資。 

    該等類型之對外投資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海外公司生產產品與出資母

國之母公司生產的產品無明顯差異。其間在進行所謂之「水平分工」，而水

平分工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兩地工廠生產完全相同產品，另一種是生產相

似產品，但產品價值可能有所差異。而無論那種水平分工，通常對母國出

資廠商有三項好處：(一)、對外銷售，擴大市場，(二)、降低運輸成本，(三)、

獲得專業化生產的利益。長期而言，水平分工之缺點則有，(一)、資金外流

使得出資母國之國家資金減少，使得該國國內投資降低、工作機會相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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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二)、使國內外工廠的生產規模都減少，而無法享受大規模生產利益，

從而降低生產效率；(三)、對出資母國及廠商而言，其最大危機在於生產技

術的移轉。 

    而防禦型對外投資的理由有二，(1).主要因為出資母國本身投資環境惡

化，如勞動成本、土地成本高漲、匯率升值。為降低生產成本，出資母國

廠商不得不赴海外尋找新的生產基地。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大都屬

之。(2).為確保原料的取得，如歐美的大石油公司在中東的投資。 

    不論那一型的對外投資，其最大之差異在於，防禦型者是被動的，而

擴張型者是主動的。防禦型，其對外投資主要考量因素為生產成本，在赴

海外設廠，必然會與國內設廠之成本作比較。也就是該型廠商所考慮的的

是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質是故，其不會將所有生產全部外移，

僅會將其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的部分外移。例如，在出資母國之勞動成本很

高時，自然在母國生產勞力密集產品相對不利，該廠商將其資本密集產品

外移機會就低。 

    不但產業間如此，同一產業上下游的選擇也如此；同一家企業內，也

會實施類似的分工。換言之，在上下游關係愈明顯的產業，愈容易進行垂

直分工；而生產程序越複雜的產品，也越容易進行垂直分工。 

    各式的垂直分工，基本上都是出資母國的母公司，在衡量自己國內投

資環境與被投資國的生產環境後，即所謂之比較利益考量之後的結果。而

垂直分工對出資母國之好處有四：(一)、可以充分發揮比較利益，其國內工

廠可專門生產相對有利的的產品，且出資母國仍可享有被投資國所擁有之

豐富生產要素的好處(二)、各自專門生產，易達致生產規模經濟，降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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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成本(三)、享有傳統經濟學所認為之分工好處，利用專業化方式提高彼

此雙方的生產效率(四)、出資母國可利用專業化生產機會，提高本身的生產

技術。 

    垂直分工的缺點，程度上相較於水平分工為輕，詳如下：(一)、兩國之

間彼此的依賴性會提高，當被投資國之國家政策改變時，對出資國的影響

較大；(二)、垂直分工仍會有技術轉移的效果，但由於是移轉低階技術，對

出資國之潛在競爭壓力顯得較小。 

    綜合以上各項之說明比較，防禦型的對外投資對宗主國較為有利，尤

其它一面對外拓展市場，一面也利用垂直分工的方式，提供出資國國內更

好的機會達到產業升級的目的。 

三、風險及銀行授信評估原則 

  (一)、風險，是在預期報酬率實現之前必然存在的，所以在評估、預測風

險前必須先瞭解風險的來源(Sources of Risk)，即投資環境裡隱含了哪些風

險。一般常見之主要風險來源，包含了(1).利率風險─指因利率的變動導致

實際報酬率發生變化而產生的風險。(2).市場風險─指來自足以影響金融市

場中所有資產報酬的非預期事件，其衝擊是屬於全面的。常表現在股票市

場上居多，如 1997年之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當時正處於經濟急速發展中的亞

洲經濟。(3).購買力風險─又稱為通貨膨脹風險( Inflation Risk)，其專指特定

通貨膨脹影響所有資產報酬的風險。即因在物價持續上漲下，對投資實質

報酬產不利及購買力降低的影響。(4).企業風險─意指個別公司在經營過程

中，因企業個體因素使企業銷售額或成本不穩定引起稅前息前利潤變動的

可能性。(5).財務風險─指企業無法按期支付舉債融資成本所應付的利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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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倒閉(Default)的可能性。又稱為違約風險(Default  Risk)。(6).流動性風險

─即指所持有資產在購買進來後，屆時將有無法脫手出售的可能性。再一

充滿活力的經濟社會體中，本來就充斥著各種的風險，所以在購入、持有

或出售資產時，必須了解因不同的資產提供不等的報酬，當然也隱含了不

同層次及層面的風險。 

    企業走向國際化，除了透過貿易行為之外，其另一管道就是直接對外

投資(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FI)─指企業直接到海外投資設廠生產或設

立公司提供服務，首見於美國大型企業，此乃為賺取高於美國市場報酬率，

並分散經營風險。除了上述之實質投資類型外，由於國際金融市場自由化，

國與國間資本的移動也與日俱增；基於套利及分散風險的考量，投資者在

海外資本市場的投資比重不斷提高，金融市場也走向無疆界及國際化。 

    當然，企業國際化的結果，機會是變得更多，但同時也增加經營的複

雜度；就財務而言，現金收支就會因幣別增加，因而產生了「匯兌風險」、

「移轉風險」；各國稅制、稅率不一，則需對企業整體作「稅務規劃」；面

對各個國家，尚需考量各國之「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國家主權風險」

等多種的不確定性。 

 (二)、授信業務是銀行的重要業務之一，亦為銀行收益主要來源，以台灣

國內本土銀行業而言，每年的總收入中，目前仍有約七成以上(僅有少數如

中國信託銀、台新銀等其約 4 成)，係來自授信資產的利息收入。授信業務

健全與否，將直接影響到銀行生存發展的根基。而銀行業係屬高財務桿槓

經營的產業，銀行法及國際清算銀行的要求 BIS比，即淨值/總資產的比率，

依規以不低於 8%為標準，遠較國內上市公司被要求之淨值/總資產比率至少



  頁頁頁頁 - 16 

- 

 

  

在三分之一的水準為低。在高財務桿槓作用下，銀行授信資產品質的良窳

就益發顯得重要，而評估授信業務健全與否，簡單的方式，便是以授信資

產的安全性及收益性為基準，凡符合安全性及收益性合理標準的量質放款

愈多，其授信業務便愈健全。只有在授信品質被注重及要求下，確保授信

品質安全，以保障債權的安全性，才能健全經營以保障存款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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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與越南經濟環境探討 

  一、中國 

 

氣       候

政 治 體 制

幣       制

國內生產毛額

經 濟 成 長 率

平均國民所得

出口總金額

進口總金額

資料來源：經濟部，本研究整理
表2-1  中國投資環境基本資料表2-1  中國投資環境基本資料表2-1  中國投資環境基本資料表2-1  中國投資環境基本資料

自然人文自然人文自然人文自然人文

地 理 環 境
位於歐亞大陸東南部，北臨蒙古、東北接俄羅斯、東臨北韓、南接柬埔

寨、越南、緬甸等15個國家。海岸線長達18,000公里。

國 土 面 積
土地屬於國家所有。960萬平方公里，占世界第三位；山地占總面積

1/3。

南起N4°、北至N53°，氣候共有六個溫度帶。

人 口 結 構

2007年底，人口共約13.21億人，居全球第1位，成長率為1.21%。都市

人口59,379萬人，鄉村人口72,750萬人；男性68,048萬人(占51.5%)，

女性64,081萬人(占48.5%)。

主要進口國家

2008年：日本(1,506.5億美元)、南韓(1,121.6億美元)、台灣(1,033.4

億美元)、美國(814.4億美元)、德國(558.3億美元)、澳洲(374.2億美

元)、馬來西亞(320.9億美元)、沙烏地阿拉伯(310.1億美元)、巴西

(297.5億美元)。

12,180.15億美元(2007年)

主要出口產品

2007年：電器及電子產品(3,003.40億美元)、電腦及通訊設備

(2,796.16億美元)、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部件(1,237.15億美元)、服裝

及附件(1,150.74億美元)、紡織品(560.99億美元)、鞋類(253.07億美

元)、家具(221.46億美元)。

主要出口國家

2008年：美國(2,523億美元)、香港(1,907.4億美元)、日本(1,161.3億

美元)、南韓(739.5億美元)、德國(591.7億美元)、荷蘭(459.1億美

元)、英國(360.7億美元)、俄羅斯(330.1億美元)、新加坡(323億美

元)、印度(315億美元)。

9,558.18億美元(2007年)

人民幣(RMB)；一美元兌換6.947人民幣(2008年12月）。

32,415.7億美元(2007年)

11.93%(2007年)；9.0%(2008年)

教 育 程 度
識字率約90.9%。2007年中國共有3,305所大學及學院，767所研究所，

15,028家高(初中)職業學校。

首都及重要城市
北京(首都)、大連市、上海市(最大城市)、天津、青島、廣州、厦門、

重慶、沈陽、南京、杭州、深圳。

社會主義共產國家；一黨專政。總書記為全國最高政治職。

經濟概況經濟概況經濟概況經濟概況

2,440美元(2007年)

主要進口產品

2007年：積層電路及微電子組件(1,277.28億美元)、初級型狀塑料

(3,23.56億美元)、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部件(168.39億美元)、二極管

及類半導體器件(117.21億美元)、電視、收音機及無線電設備零附件

(80.28億美元)、原木(53.51億美元)、紙及紙板(34.8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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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 1978 年之前，完全封閉於中國式的共產經

濟與政治社會之中，全中國人口為 9.62 億人口，鄉村占有 82.08%，全年

GDP 僅 3,645.2 億人民幣，每人平均 GDP 為人民幣 381 元，人力多數閒散在

農村，未能充份利用既有之生產優勢。在改革開放後，這些閒置土地、未

充分就業之勞力，便成為中國吸引外資的最佳優勢。換言之，其實可以將

之看做類似太平洋東端的美國經濟體。中國經濟開放之初，其豐沛、優厚

的天然經濟條件，見表 2-5.1，再配合政府積極、計畫性發展地引進外資投

資，確實是吸引外資企業的致命吸引力，也讓中國幾十年發展，成為全球

的生產基地─「世界工廠」稱號。 

    自鄧小平南巡後，挾其豐沛、廉價的勞動力，廣袤的土地、廠房與積

極招商的行政官僚配合，將農村多餘勞動力、土地釋出，轉供外資企業移

入生產設備，初期以生產大量的廉價民生及輕工業商品，供應至美國、日

本、歐洲等國家。歷經數十年調整及經濟發展，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其國內

生產總額 70%，其中輸美商品金額占其 GDP 為 40%，對外貿易糾紛不斷，原

有的生產要素優勢不再，在沿海地區已形缺工、缺電、缺水、能源使用效

率不佳與價格高漲、優惠稅率不再、持續期全國總書記胡錦濤的宏觀調控，

造成以勞力密集產業、加工層次低之外資企業紛紛撤出中國市場。 

     中國政府為維持其農村人力外移及每年新加入勞動市場人力，每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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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須保持約 8~9%之經濟成長力，以應付每年約 150 萬新人進入勞動市場的

壓力。由於中國原以便宜勞力與土地租金，造就勞力密集之加工、輕工業

之經濟發達。但發展至今，該等優勢已逐漸不再，雖人口已達 13 億，然受

其一胎化影響，人口結構上已有逐漸老化現象。 

  在個人所得上，每人平均GDP已由1995年的624美元，逐年加快到2008

年 3,313 美元，同期上海市地區經調整後人均所得已達 14,700 美元以上，

顯已逼近台灣人均所得 16,000 多美元。2008 年全中國外匯存底已超過 1.9

兆美元，成為美國第一大外匯債權（全美已發超過 3兆美元）國家（日本

為第二大）。在經濟持續成長、外貿總額居高不下、即超過一兆美元之外匯

存底，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 

    2008 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屆滿 30 年，可以說，由大國轉型為強國是這

一屆領導人的重要任務。因此，「十一五」積極改革已確定是基本國策，2006

年以來中國高層不斷對外宣示要努力修正經濟與外貿陷入「粗放型」的發

展陷阱、加速產品結構的轉型升級，強調改革的方向不會改變。面對中國

企業及外資企業外銷地區或國家經濟的急凍衰退，為維持其國內經濟高成

長、穩定其就業人力的壓力，中國政府已積極啟動 4兆人民幣（2009 至 2010

年止總數，此含原計畫中的預算）進行擴大內需，發展基礎性建設產業，

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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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越南 

 

氣       候

政 治 體 制

幣       制

國內生產毛額

經 濟 成 長 率

平均國民所得

出口總金額

進口總金額

資料來源：駐越南代表處

表2-2 越南投資環境基本資料表2-2 越南投資環境基本資料表2-2 越南投資環境基本資料表2-2 越南投資環境基本資料

土地屬於國家所有。32萬9,560平方公里，占世界第58位；山地占總面

積3/4。

自然人文自然人文自然人文自然人文

國 土 面 積

位於中南半島東部，北臨中國、西接寮國、西南接柬埔寨。海岸線長達

3,444公里。
地 理 環 境

主要出口國家

河內(首都)、胡志明市(南越第一大城)、海防(北越大港)、峴港(中越

重大港市)及芹苴。

北部氣候與台灣高雄、屏東相似；南部終年溫暖。

2007年底，人口共約8,519萬人，居全球第13位，成長率為1.14%。都市

人口2,334萬人，鄉村人口6,185萬人；男性4,186萬人(占49.1%)，女性

4,333萬人(占50.9%)。2008年底人口共約8,616萬人，預計2024年將達1

億人。

人 口 結 構

識字率約90%。2007年越南全國共有160餘所大學及學院，136所專科，

272家職業學校。
教 育 程 度

首都及重要城市

608.3億美元(2007年)

越盾(VND)；一美元兌換16,980越盾（2008年12月）。

710億美元(2007年)

8.48%(2007年)；6.23%(2008年)

2007年：美國(100.89億美元)、日本(60.70億美元)、澳洲(35.57億美

元)、中國(35.56億美元)、新加坡(22.02億美元)、德國(18.55億美

元)。

社會主義共產國家；一黨專政。總書記為全國最高政治職。

經濟概況經濟概況經濟概況經濟概況

2007年：中國(120.52億美元)、新加坡(76.08億美元)、台灣(69.16億

美元)、日本(61.77億美元)、南韓(55.34億美元)。主要進口國家

835美元(2007年)

483.87億美元(2007年)

2007年：原油(84.77億美元)、紡織品成衣(77.84億美元)、鞋類(39.63

億美元)、水產品(37.92億美元)、木材及木製品(23.64億美元)、電子

產品及電腦(21.78億美元)、稻米(14.54億美元)。
主要出口產品

2007年：機械設備(103.76億美元)、汽油(75.01億美元)、鋼鐵(48.81

億美元)、布料(39.89億美元)、電腦暨電子產品及其零配件(29.44億美

元)、紡織成衣暨皮革原配料(21.87億美元)、塑膠原料(25.06億美

元)。

主要進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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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近年來因中國的人力成本高漲、租稅優惠不再等，使得緊臨中國

的越南，挾其充沛的人力資源(約 8,600 萬人口,60%人口集中在 30 歲以

下)、豐富的天然資源，農產品（世界第二大稻米、咖啡出口國）、礦產（煤）、

石油（1/3 外匯來自於石油）、天然氣、水產漁獲。工資於 2006 年外資企業

基本工資僅為中國的 1/4；至 2008 年外資企業基本工資調升，亦僅為中國

基本工資的 1/3。參見圖 2-5.2。 人力素質上，正值海歸派歸國，專業人

員素質大大提高，而越南人本身非常聰明且好學，數理能力強（居東南亞

各國之冠），由於各國大學對越南學生的獎助學金申請非常寬鬆，海外留學

機會多。2002~2003 年越僑大批回國，專業人員素質大大提高，目前人民識

字率高達 94%，其中胡志明是更高達 98%。此外，補習風氣也相當興盛，4~5

歲小孩已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自 1987 年 12 月改革開放朝資本市場經濟靠攏以來，外資企業相關的

投資法通過、東協十國會員國、2006 年底加入 WTO、與美恢復邦交，政府

為政一黨獨大政治穩定，雖行政效率不佳，惟越南政府凡事多向中國經濟

發展及制度學習，積極引資招商，使得台商及外資先後踴至此一新興而積

極開放的市場。開放至今已逾 20 年，原先的傳統產業，如製鞋、紡織、染

整等產業已不歡迎，在引資內涵亦轉型為輕傳產，歡迎高科技及服務業投

資。目前越南較歡迎醫療、IT & Electronic、化工等高科技產業，對於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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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紡織等傳統產業已漸不歡迎，並對染整等高污染產業設立較台灣為高

的環保標準，以抑制外國投資。服務業，包含貿易公司、銀行、保險亦計

劃於 2009 年開放。 

     其國民所得已於 2008 年突破每人 1,000 美元，南越工商大城胡志明

市，每人 2006 年達人均年所得 2,000 美元。隨其經濟高度發展，及外資企

業投資不減，消費力也隨經濟發達而增高，然社會已如中國的快速發展所

引出的副作用相同─高經濟成長、貧富差距加大。在匯率制度上與中國相

同，係採所謂管理式浮動制度，目前匯率走向是趨於走貶。而利率亦如中

國，採取所謂放、存利率上、下限管理，目前已由前景氣過熱之高利率政

策，受其外銷地區國家經濟急凍因素而調降，惟受國營銀行趨緊仍不易貸

得款項。 

    總觀越南吸引外資及台商企業進入，概因(1).越南政治穩定，推動改

革的決心堅強，且成效逐漸顯現；(2).社會安定；(3).投資環境日益改善，

政府重視外人在越南投資之建議，解決其面臨之困難，簡化投資手續，以

增加越南投資競爭力；(4).台商在越南的投資地位確定，中越雙方已於 1993

年 4月 21 日簽署投資保障協定，於 1998 年 4月 6日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台商在越南投資獲得保障。越南政府也相當重視台商在越南投資及台

商聯誼活動，已准許台商在越南設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及六個分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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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為中南半島及中國大陸西南方之門戶，地位重要；(6).高教育水準，

聰明勤奮且人力充足；(7).越南人民信奉佛教，風俗習慣及想法與我國接

近；(8).氣候與我國接近，發展農林漁牧業之潛力甚大；(9).與我國距離

接近，台北至河內直飛僅 3小時，時差僅 1小時；(10) 天然資源相當豐富；

(11).越南政府所提供予外人之投資條件，如勞工薪資、土地租金、租稅減

免等，甚具競爭性。惟須瞭解其亦欲作經濟轉型，近來招商引資已轉為輕

傳產，重點吸引高科技及服務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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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中國及越南金融制度探討 

    所謂「金融市場」，即各種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ctment)之供給者

與需求者間，相互共同決定價格並進行交易的場所。而金融工具，乃是已

貨幣計價單位，代表貸款者對借款人享有權利與義務的憑證。也就是，貸

款者持有金融工具後，將享有要求償付債務的合法權利，而這種權利可視

為一項資產，如應收帳款，稱為「金融資產」(Financial  Assets)。 

    一國的資金流動係透過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來進行資金移動。前者是

指資金需求者以發行如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出售給資金剩餘者作為金

融性資產，以換取所需資金；而後者是指資金需求者向握有大筆閒置資金

的金融機構建立借貸契約的方式取得資金。如圖 2-2、2-3。 

    資金的移轉過程，包括代表資金供需的儲蓄者、與投資者、作為資金

供需雙方交換資金憑證的金融工具、及各類金融機構，這四者間的相互運

作，即構成金融體系的主要部分。而在這體系中，資金以不同的金融工具

和中介方式，在資金供需間所形成的市場中流動、移轉。如圖 2-4。資金在

金融體系中移轉的現象，攸關道一國總體經的發展。若過程中受到阻礙，

則會間接影響到整各經濟市場的運作。金融體系存中在的各種金融工具、

金融機構、及市場，即是應經濟體系的需求而產生、運作，為資金的移轉

提供有效的管道，此對急需資本投資來發展經濟的國家，如中國、東南亞

各國，其意義顯得更為重大。即資金可從儲蓄者流向最有利可圖的投資者，

創造最大的經濟價值，進而提高國民所得，改善國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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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謝劍平《財務管理─新觀念與本土化》，1999,P.147

圖2-3 金融市場常見的金融機構與金融資產圖2-3 金融市場常見的金融機構與金融資產圖2-3 金融市場常見的金融機構與金融資產圖2-3 金融市場常見的金融機構與金融資產

定期存款證明

儲蓄帳戶

產險公司

共同基金

退休基金

金融資產

存款帳戶

基金受益憑證

股票

公司債

政府公債

抵押貸款

金融機構

商業銀行

儲蓄與貸款組織

儲蓄銀行

信用合作社

壽險公司

金融證券 金融證券

資金 資金

資料來源：謝劍平《財務管理─新觀念與本土化》，1999,P.147

圖圖圖圖2222----2 2 2 2 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

中介型金融機構：

商業銀行

保險公司

資金供給者：

家計部門

企業部門

政府部門

資金需求者：

家計部門

企業部門

政府部門

非中介型金融機構：

票券金融公司

證券經紀商

可貸資金 可貸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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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僅就金融市場中之中介機構─銀行業產業體系進行探討，以便瞭解

銀行業者經營過程，而如何影響到一國經濟發展，中小企業者又該如何規

劃融資策略與銀行往來。 

    (一)、越南金融市場概況： 

     越南金融體系按其地位與功能，共分為二級類型，第一類為中央銀行

體系，越南國家銀行(State Bank of Vietnam,SBVN)即為越南的中央銀行，

負責貨幣政策管理、信用管理及監督、銀行業務監理及利率與匯率政策。

第二類型為營業性金融機構，其中包含有政策性(專業)銀行、商業銀行、

證券機構、保險機構、信用合作社、非銀行金融機構(如租賃、財務公司)。 

依據吳錦添有關越南台資銀行相關之論文指出，越南隨經濟與資本市

場接軌後，在日益繁榮的工商經濟活動中，相對的衍生出更多中小企業個

體，政府部門也在法令及環境上持續地進行建置、改善，使其在法律、經

濟、金融面都得到頗大的進步發展。分述如下： 

資金 所有權

資金

金融資產 資金

資金 債權

資料來源：謝劍平《財務管理─新觀念與本土化》，1999,P.147

圖圖圖圖2222----4 4 4 4 金融體系概念圖金融體系概念圖金融體系概念圖金融體系概念圖

金融工具

資金需求者

金融機構

資金供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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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南政府致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在日益繁榮商業活動中，越南政府銳意發展私營商業活動，世界各地

業者將被吸引到該國進行投資，在 2007 年 9 月，越南的 SaiGon-HaNoi 

Commercial Joint Stock Bank(SHB)與河內中小型企業聯會簽署一項策略性

合作協議，目的是通過信貸機構和股票市場加強對本土商界的支援。 

(2).企業信貸困難日漸減少： 

    越南銀行現行的規例十分嚴格，有時會對企業融資造成障礙。企業做

生意需要充足資金，而當地的新公司眾多，融資選擇有限；而銀行本身也

沒有充分的資源處理小額貸款。有時行政手續可能帶來限制，如省分戶籍

登記。如果借貸人的原籍省分並無保存有關記錄，其公司便不會獲得銀行

貸款。銀行會給予大型國營企業優惠待遇，對小型私營企業卻抱懷疑態度。 

    隨著越南銀行界逐漸擴展商業銀行業務，上述狀況可能出現變數。美

國紐約 Clearwater Capital與 SHB 簽訂合作協議，為大型商業項目提供資

金。兩家機構強調，中小企業將在未來擔任重要角色，意味雙方最終將中

小企業融資納入合作領域。越南的商業銀行大都已開始通過旗下多功能的

零售銀行部門提供商業貸款，以吸納新客戶。 

    越南 2008年 6月通過的企業所得稅調降後仍高達 25%，令不少創業人

士望之卻步，也進一步使得許多企業都想盡辦法進行稅款規避，也因此銀

行認為該等企業所提供的財務報表並不可靠。因此，中小企業也必須做好

本份內之事，與銀行間往來透明度及關係都必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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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眾募集資金市場環境改善： 

    依據越南《證券法》，假如企業擁有至少 100億越南盾，並最少 100名

股東，則可透過發行股份籌集資金。而企業必須註冊為上市公司，才可獲

越南國家證券委員會批准發行股份。另根據現行規定，雇員人數僅為 10名、

資產不多的中小企業不得進行集資活動。 

    越南當局對集資活動訂有嚴格規定，中小企業一般難以遵行。越南當

地中小企業大多屬家族生意或家庭模式經營，在資本及資產上都屬有限。

然而，越南財政部仍繼續給予小企業支援，可酌情決定准許企業發行債券

集資。依據香港金融界人士給與越南企業的評論得知，不少越南企業均深

具發展潛力、能善用資金為股東創造利潤報酬，但礙於公司規模小、財利

薄弱，只能依靠家族資金，或借用高息貸款，使得寶貴資產缺乏保障。 

(4).銀行業總體概況： 

越南國家銀行(State Bank of Vietnam,SBVN)於 2008 年在河內是金融

業會議上表示，越南銀行系統呆帳為 25 億美元(約合 435,000 億越盾)，占

銀行放款總額 3.5%(若以國際標準核算應在 4%以上)，基本上都在銀行業預

先撥立的風險預防基金額度內。越南銀行產業投入資本額以較 2007 年成長

30%、存款準備率自 8.9%提高為 9.7%。 

該國央行所制定之年度計畫目標為，繼續要求加強檢控放款品質及信

貸成長須符合通貨膨脹檢控的成長額度；另外，越南銀行將須調整其放款

結構、對象，主要為提供給從事生產、出口、發展農村而有取得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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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案借貸及擴大中小企業融資對象。 

在 2008 年，越南經濟成長為 6.23%，通貨膨脹率為 22.97%，基本年息

由 8.25%三度調升至 14%，後又從 14%五度調降至 8%。然，當年度越南銀行

投入民營企業之信貸金額比 2007 年成長 35%~37%，投入到出口產業則成長

37%、製造業則成長 34%~36%、農業暨農村成長部分為 30%、貧窮戶及其社

會政策對向成長 40%~42%、國營企業成長 12%~14%。 

越南銀行業以大型銀行及國營銀行為主，目前越南有 5家國營商業銀

行（即 Vietnam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Vietnam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Vietnam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Vietnam Development Bank、Mekong Housing Bank），

1家社會政策銀行（Bank for Social Policies），34 家股份商業銀行，37

家外商銀行分行，5家外商合資銀行，54 家外商銀行代表辦事處，13 家外

資租賃公司；另有人民信用基金（People’s Credit Fund），下約有 1,000

個地方信用基金。如圖 2-5。 

越南承諾成為 WTO 會員後將開放 100%外資銀行設立，越南當地銀行從

未像目前一般感受到銀行業如此激烈地競爭。為強化競爭力，越南銀行已

紛紛提高資本額。依據越南中央銀行（State Bank of Vietnam）資料顯示，

至 2007 年年底，約有 80%越南銀行將提高資本額至 1兆越盾（約合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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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 

 

 

越南中央銀行為履行 WTO 入會承諾，2007 年 2月 7日第 1210/NHNN-CHN

號通函越南外商銀行分行，指示外銀分行吸收非授信戶越籍自然人之越盾

存款開放時間表。依前述通函，外銀分行吸收越盾存款之開放時間表分別

為自 2007 年 1月 1日起為實收資本額之 650%，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為實

收資本額之 800%，自 2009 年 1月 1日起為實收資本額之 900%，自 2010 年

 

    城市股份商業銀行

資料來源：越南國家銀行、本研究整理

圖2-5  越南銀行類別圖2-5  越南銀行類別圖2-5  越南銀行類別圖2-5  越南銀行類別

銀行機構

非銀行金融

機構

國營商業銀行

越南國

家銀行

(央行)

政策性銀行

越南農業和農村發展銀行

九龍江房屋發展銀行

越南投資發展銀行

西貢商業銀行、越南外貿銀行

其他

財務公司

金融租賃

信用合作社

外資商業銀行

股份制商業銀行

越南發展銀行

農村股份商業銀行

外商獨資(子行)

外商合資(JOINT VENTURE)

外商分行

代表人辦事處

中央人民信用基金

地方信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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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日起為實收資本額之 1,000%，自 2011 年 1月 1日起即享有國民待遇。 

越南中央銀行自 2007 年 4月 1日起開放外資銀行在越南設立分行，以

履行加入 WTO 之承諾。外資銀行在此之前即已積極購買越南銀行之股份，

依據越南中央銀行之規定，單一外資銀行購買單一越南銀行股份之上限為 

10%，所有外資銀行持有單一越南銀行所有股份之上限為 30%。2007 年 4月

20 日越南中央銀行公告（第 69/2007/ND-CP 號規定）提高單一外資銀行購

買單一越南銀行股份之上限為 15%，惟所有外資銀行持有單一越南銀行所有

股份之上限不變。2008 年外資銀行參股越南當地銀行狀況，如表 2-3。 

越南為外匯管制國家，採取「管理式浮動匯率」制度管制其匯率。越

8.56%

1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表2-3  外商銀行投資越南銀行彙整表表2-3  外商銀行投資越南銀行彙整表表2-3  外商銀行投資越南銀行彙整表表2-3  外商銀行投資越南銀行彙整表

10%

10%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Bank
(Techcombank)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td. (ANZ)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 (HSBC)

Saigon Thuong Tin Commercial Joint
Stock Bank (Sacombank)

East Asia Commercial Joint Stock
Bank (EA Bank)

Citi Group 10%

Hanoi Building Commercial Joint
Stock Bank (Habu Bank)

Deutsche Bank 10%

The Oriental Commercial Joint Stock
Bank (OCB) BNP Paribas 10%

Phuong Nam Bank (Southern Bank )
United Overseas Bank (UOB)－

新加坡
10%

The Vietnam Commercial Bank of
Private Enterprises (VP Bank)

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
(OCBC)－新加坡

越南銀行 外商銀行

Asia Commercial Bank(ACB)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 (HSBC)

外銀

持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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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央銀行規定個人離境時如攜帶美金未超過 7,000 元不需申報。又越南

中央銀行對外匯購買、攜帶及匯出國外之規定（第 497 號函），如需攜帶外

匯 7,000 美元以上出國之個人，僅須洽越南商業銀行出示其於國外合法使

用外匯之證明單據後，銀行將受理且不需按以前規定應事先向越南中央銀

行申請許可。該規定允許個人攜帶外匯出國使用之目的，包括繳交入學學

費、供其本人或親屬醫病、出差、旅遊、探親、支付國外各項費用、補助

國外親屬、將繼承財產匯給國外繼承人及定居國外。 

當個人攜帶 7,000 美元以上出國時，可直接向越南商業銀行出示其在

國外合法使用之相關單據證明後，銀行將依據當事人建議予以發給相關確

認書（有收取規費）。離境時，個人須向海關申報並出示銀行相關確認書。 

依越南央行 2008 年 6月 11 日頒佈之第 1316 及 1317 號決定，自 2008

年 6月 11 日越盾年利率自 12%調漲為 14%，貼現率(Discount rate)自 13%

調為 15%，重貼現率(Rediscount rate)自 11%調為 13%。 

2007 年 1月 1日起越南中央銀行允許當地商業銀行、外資合資銀行、

全外資銀行及外國子銀行與企業客戶進行利率套利業務（Interest Rate 

swap）。惟從事此項業務之銀行登記資本額須達 1兆越盾(約合 6,250 萬美

元)以上，且與企業利率套利轉換合約本金不得超過銀行自有資金額之

30%；當地商業銀行間或與外國信用組織之間亦得進行相關交易，包括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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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利率套利、兩種貨幣之交叉利率套利換匯（Cross Currency Swap）等。 

基本上，越南採取的外匯管理制度屬一「有管理浮動」(Management 

Floating)，與中國的制度相同，僅程度不一。依據 2006 年 12 月 28 日越

南第 160/2006 號外匯法規施行細則，越南當地組織、個人、外國人及越南

民眾得自由選擇越盾或其他在越南境內合法流通之外國貨幣支付交易。而

2007 年越南政府加速匯率自由化，越南盾的匯率波動幅度愈來愈大，2007

年底以來，越南盾與美元的匯率波動區間，由 0.5%擴大到 0.75%。2008 年

4月美元兌換越南盾匯率約在 VND15,830~15,832/USD，比同年 3月初貶值

0.6%、同年年初貶值 1%；而越南中央銀行擬將放寬每日匯率交易區間波動

在上下 2%。 

(5).越南銀行經營現況： 

    越南本地銀行業務市占率約為 70%。在越南商業銀行開立帳戶十分便

利，一般會要求開立帳戶時存入基本存款，約為 50萬越南盾，部分銀行亦

允許透過網路開戶。一般民眾透過銀行支付並非十分普遍，主要原因為： 

(a).習慣以現金進行交易；(b).銀行電腦化服務尚未普遍化；(c).自動提款機

不夠普遍；(d).非現金支付之法制基礎未臻完善；(e).部分銀行行銷部門服務

欠佳。 

    基於以上幾項原因，越南中央銀行公布支票使用準則，及進行擬定非現

金支付等相關法規。另在世界銀行協助下，越南銀行業正持續進行銀行即



  頁頁頁頁 - 34 

- 

 

  

支付系統現代化計畫，銀行間電子化支付系統，已有 40家銀行進行此項計

畫，未來將推展至全國各銀行及其分行。 

    在電子銀行業務(e-Banking)方面，目前越南尚未發展成熟，當地銀行

較少主動推出新的金融產品及服務。一般皆以外商銀行較能主動推出新產

品及金融服務。 

    越南政府已核准中央銀行自 2005 年至 2008 年，將進行兩階段、對四

家國營銀行進行整頓，包括工商銀行(Industry  and  Commercial  

Bank)、外貿銀行、投資發展銀行(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Bank)、及農業暨鄉村發展銀行(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arl  

Develop)，將支出 1億 1,200 萬美元。 

    據統計，目前越南境內之商業股份銀行計有 38 家，而越南央行 2006

年頒佈之第 141 號議定，規定境內所有商業股份銀行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前至少需達成 1兆越盾之資本額，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則至少需提高至

3兆越盾(1 億 7,143 萬美元)。是以早先憂慮境內金融界將掀起一股購併、

關閉或出售風潮，在各民間小銀行紛紛由農村信貸機構轉型為商業股份銀

行，並補足資本額後，暫無此趨勢。 

    目前越南第一銀行 (De Nhat Bank,原註冊資金 6,090 億越盾)、 嘉定

銀行 (Gia Dinh Bank, 原註冊資金 5,000 億越盾) 、Pacific 銀行(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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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 5,660 億越盾) 、美川銀行(My Xuyen Bank,原註冊資金 5,000 億越

盾) 、PG 銀行(原註冊資金 5,000 億越盾) 、堅龍銀行(Kien Long Bank, 原

註冊資金 5,800 億越盾) 、越南商信銀行(Viet Nam Thuong Tin Bank,原

註冊資金 5,000 億越盾) 、大信銀行(Dai Tin Bank,原註冊資金 5,040 億

越盾) 及大亞銀行(Dai A Bank, 原註冊資金 5,000 億越盾)等 9家小銀行

已依規定補足至 1兆越盾(約 5,714 萬美元)之資本額，將不至於有關閉或

出售之虞。 

(6).越南外商及台資銀行經營情形： 

    依據 SBVN 資料顯示，目前外資銀行(含台資銀行)及金融信用組織業

界，業務市占率約為 30%以上，存、放款業務亦呈逐年成長，外資銀行營

運獲利良好，貸款業務相對越南本地銀行之市占率相去甚多，惟逾期放款

比率 2004年約為 0.24%、2006年 10月 0.38%、2007年 10月的 0.99%，隨

業務成長及大環境因素影響，雖呈走揚趨勢，然而整體外資銀行貸款信用

品質仍維持十分良好。 

    歐美體系之外商銀行，除設立據點擴展業務外，其意積極地推出新的

金融商品及服務。花旗銀行、上海匯豐銀行、澳紐銀行，在企業金融及個

人理財業務競爭十分激烈，惟企業金融則著重在當地大型知名企業、或跨

國公司，現金管理、外匯商品及通匯業務等低風險產品；而個人金融則偏

重於汽車貸款、房屋貸款、分期付款、預借現金及信用卡等小額、分散型

之消費金融業務。 



  頁頁頁頁 - 36 

- 

 

  

(7).台資銀行業越南佈局現況： 

    依據台灣金管會 2008年 12 底統計資料指出，台資銀行在越南分別以

分行、子行、透過第三地 100%控股之子行及代表人辦事處等方式於當地進

行金融業務，茲分述如下： 

(A).分行：本國銀行在越南已設有 8 家分行(支行)，計有慶豐銀行(支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等 6 家於胡志明市設有分行；另外在北越河內市的慶豐

銀行河內分行、國泰世華銀行的中越廣南省的茱萊分行，詳如表 2-4。 

 

 

 

 

 

銀行名稱 分行地區 設立年度

慶豐銀行 河內分行 1993年11月

慶豐銀行 胡志明市支行 1996年05月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胡志明市分行 1996年08月

第一商業銀行 胡志明市分行 2002年03月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胡志明市分行 2002年08月

國泰世華銀行 茱萊分行 2005年11月

華南商業銀行 胡志明市分行 2006年11月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胡志明市分行 2008年06月

資料來源：金管會、本研究整理

        表2-4 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分行統計表        表2-4 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分行統計表        表2-4 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分行統計表        表2-4 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分行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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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子行：一家子行，即國泰世華銀行之世越銀行(Indovina)，該行為國泰世

華銀行合併前之世華銀行，與越南工商銀行於 1990年合資成立。截至 2008

年底，已在越南設有 16家分行，資本額為 7,500萬美元，分行、支行遍及

胡志明市、海防市、河內市、峴港市、平陽省、同奈省等重要經貿城市與

工業園區，與其關係企業─國泰世華銀行在越南的分行數加總，其業務及

分行數約為台資銀行業在越南分行數的 70%。 

(C). 透過第三地 100%控股之子行：永豐銀行持有的美國遠東國民銀行在胡

志明市的分行。 

(D).代表人辦事處：共有 12 家銀行，分別為位於胡志明市的土地銀行、國

泰世華銀行、新光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玉山銀行、台新銀行等 7

家；河內市計有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及中國信託

銀行等 4家；及上海商銀的同奈辦事處。詳如表 2-5。 

 

 

 

 

 

 

 

 

 

 

銀行名稱 代表人辦事處地區

第一商業銀行 河內市

華南商業銀行 河內市

土地銀行 胡志明市

上海商業銀行 同奈市

國泰世華銀行 胡志明市

國泰世華銀行 河內市

新光銀行 胡志明市

聯邦銀行 胡志明市

永豐銀行 胡志明市

玉山銀行 胡志明市

台新國際銀行 胡志明市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河內市

資料來源：金管會

表2-5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辦事處統計表表2-5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辦事處統計表表2-5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辦事處統計表表2-5台灣銀行業於越南設立辦事處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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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業務方面，企業戶客群以服務當地台資企業與由台灣轉介而來之台

商企業為主，次為越南國營企業或國際聯貸業務之參貸。授信金融產品，

以企業戶的短期週轉金(擔保)、貿易性融資、開狀及應收帳款融資業務為大

宗，建廠資金借貸占其比重甚低。授信利差受到當地政府對利率的管理，

平均約為 3%左右，遠高於台灣的 1%的平均水準。在現金管理上，多能提

供 e-Banking的能力。服務質量上等同外資銀行水平，優於國營銀行。 

(二)、中國金融市場概況： 

     中國金融體系按其地位與功能，共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中央銀行體

系，中國人民銀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PBC)即為中國的中央銀

行，負責貨幣政策管理、信用管理、利率與匯率政策及黃金、外匯、拆借

市場與清算系統支管理。目前 PBC 提供五項支援金融服務系統，1.支付清

算系統(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2.信貸徵信系統，2003 年起 PBC 開始建立

全中國的個人徵信系統，現已基本完成；而企業徵信系統則由 1997 年開始

建立，目前已收錄 452 萬戶貸款相關資料。3.銀行卡跨行資訊交換系統，

提供中國銀聯之銀行卡跨行資訊交換。4.反洗錢系統。5.國庫系統。第二

類型為金融監管機構，分有管理銀行業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

中國銀監會)、管理證券業的中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簡稱中國證監會)，及管

理保險業者的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中國保監會)。其主要職責為

與台灣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職責相同。第三類型為營業性金融機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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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有政策性(專業)銀行、商業銀行(國有、股份制、城市商業銀行、農

村)、證券機構、保險機構、信用合作社、非銀行金融機構(如金融租賃、

財務公司、信託投資公司)。 

    (2).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外匯存底亦隨之快速累

積，國內投資、建設也不曾間斷過。於 2004 年 4月在其國家總理溫家寶

訪歐前夕，拋出「宏觀調控」訊息，此乃繼 1993 年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宣布宏觀調控之後，中國再次以行政手段所展開的大規模宏觀經濟調整政

策。溫氏之宏觀調控乃是為抑制過熱的投資，尤其在各省市所進行之各項

大型基礎建設工程、房地產開發工程投資等固定投資。該等固定投資增長

過快、項目過多、規模過大及結構的不合理，且因該等投資之資金來源，

是越來越倚重銀行貸款，其比重由 2001 年的 28%上升到 2004 年上半年的

47%，嚴重擠壓排擠到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向銀行申請信貸的空間。 

     依中國人行 2004 年第四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中國人行認

真貫徹國務院〝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宏觀調控方針和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精神，在注重總量調控的同時，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和信貸

政策引導，督促金融機構積極配合國家產業政策，限制對過熱行業和不符

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信貸投放。亦即中國人行在信貸政策要有效貫徹要求

之下，不僅要有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必要時須借行政手段和調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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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擇優限劣〞原則。 

(3). 迄 2008 年第 2季末，如表 1.8 所示，中國流通的現金（M0）為

30,181 億元，成長率為 12.3%；狹義貨幣（M1）154,820 億元，成長率 14.2%；

廣義貨幣（M2）達 443,141 億元，成長 17.4%。在「從緊」貨幣政策調控之

下，2008 年上半年貨幣供應量的增幅呈現平穩回落的態勢。 

 (4).人民幣存款增幅有所成長，但各項貸款投放總規模的增速已出現

趨緩跡象。截至 2008 年 6月底，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餘額為 43.9 兆

元，成長 18.9%，比 5月底略低 0.8 個百分點。2008 年上半年人民幣各項

存款增加 49,649 億元，較上年同期多增 15,774 億元，顯示金融機構人民

幣各項存款大幅增加。但另一方面，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增速則是趨

緩，2008 年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 24,525 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899 億元，

迄 6月底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為 28.6 兆元，成長 14.1%，增幅則

比上年底降低 2.0 個百分點，比 5月底低 0.7 個百分點。 

    (5).大陸金融改革起因於抑制經濟泡沫，始於 1992 年宏觀調控的施

行。第一個階段的十年金融改革，著重於金融整頓與戰略佈局，例如全國

固定資產投資總量控制、將銀行混業經營分解為分業經營、四大國有專業

銀行轉軌為國有商業銀行、頒布人民銀行法與商業銀行法等基本金融法

規，成立 AMC、批准設立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輔導地方股份制商業銀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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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 

  2002 年第二個金融改革階段，著力於金融監理專業化調整與提升各級

銀行競爭力，例如設立銀監會、一行一策管理政策、制訂新分級授權經營

制度、放寬對四大國有銀行的約束與限制各級銀行業務、加強與外資銀行

的合作項目等。 

    面對 2007 年大陸金融市場開放之戰，未來三年對中資銀行而言，是極

重要的關鍵。 

  中國廣義的銀行業包括(1) 四大國有銀行、(2) 三大政策性銀行、(3) 

四家資產管理公司、(4) 12 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5) 112 家城市商

業銀行、(6) 449 家城市信用社和、(7) 農村信用社等。大陸銀行業已形成

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互相並存，功能齊全、形式

多樣、分工合作、互為補充的多層次金融體系。大陸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

會的最新統計顯示，截至 2004 年 8月底，大陸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已

達 29.7 萬億元，佔大陸全部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 90％以上；大陸共有各類

銀行業法人機構 3.5 萬多家；另依英國《銀行家》雜誌 2003 年 7月期所列

世界一千家大銀行排名，大陸共有 16 家銀行進入千大行列，比 2000 年增

加了七家。 

  中國工商銀行以 231.07 億美元的第一類資本位居第十位，為大陸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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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首。大陸銀行在國際排名中地位的提昇表明近年在資產質量、經營機制

與化解支付風險等方面確有顯著成效。 

    (三)、台灣金融市場概況： 

    目前台灣金融體系按其地位與功能，共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中央銀行

體系，中央銀行﹝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CBC﹞

即為台灣的中央銀行，負責貨幣政策管理、信用管理、利率與匯率政策及

黃金、外匯、拆借市場與清算系統管理。第二類型為金融監管機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即為台灣金融機構之監理單位，隸屬中央之行政院，下轄

銀行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第三類型為營業性金融機構，其

中包含有一般商業銀行、中小企業銀行、農業金庫、證券期貨機構、保險

機構、信用合作社、非銀行金融機構(如金融租賃、財務公司)。 

    1991 年 12 月底是台灣銀行業界重大的日程，政府首批開放民營銀行設

立的首家萬通商業銀行開業，自此開啟台灣金融市場百家爭鳴、服務及產

品明顯進步、同時帶動各家銀行殺價競爭的開始。以 2007 年年底計有 38

家本國銀行(含一般及中小企銀)、共 3,264 家分行單位(詳如表 2-6)，提供

幾乎相同產品及服務給台灣約 2,300 萬人口及數十萬戶企業使用。台灣確

實是全世界銀行密度最高市場之一，確實存在著〝OVER-BANKING〞的問題，

進而影響到整體銀行業的利潤率及經營效率。台灣若加計本國一般商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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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小企銀及在台支外國銀行，以及鄉村地區的信用合作社，平均每千

人就有四人為銀行從業人員，而亞洲其他主要市場的比例則為二‧二人。

而每一萬人就有三‧四家銀行的分行單位，遠高於大多數已開發市場的每

一萬人有一‧五家分行單位的比例。依據 McKinsey & Company 在亞洲針對

個人金融服務行為與態度品質的調查報告，台灣消費者對銀行的滿意度為

全亞洲倒數第二名，僅有 65%的客戶對於銀行的服務(含產品)感到滿意，不

及香港、新加坡、中國。 

 

 

年度

總行 分行 總行 分行 總行 分行 總社 分社 本部 分部 本部 分部

Head Head Head Head Head Head 

office Branches office Branches office Branches office Branches office Branches office Branches

2000 48 2,411 5 282 39 70 48 394 287 973 27 49
2001 48 2,712 5 293 38 69 39 373 260 883 25 44

2002 47 2,781 5 287 36 68 37 358 253 847 25 40

2003 45 2,884 5 289 36 69 35 341 253 828 25 39

2004 45 2,944 4 245 35 67 32 319 254 827 25 39
2005 42 2,995 4 244 36 68 29 295 253 827 25 39
2006 40 3,102 3 183 33 64 28 289 253 817 25 40
2007 39 3,189 1 124 32 83 27 267 261 811 25 40

2008 37 3,140 1 124 32 141 27 271 264 813 25 42
1*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之總行為其家數，分行為其在國內之營業據點。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月刊

 表2-6   台灣國內各類金融機構家數表2-6   台灣國內各類金融機構家數表2-6   台灣國內各類金融機構家數表2-6   台灣國內各類金融機構家數

banks business banks foreign banks cooperatives farmers' associations fishermen's associations

存款貨幣機構 Deposit money banks
本國一般銀行 中小企業銀行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 1* 信用合作社 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

Domestic Medium Local branches of Credit Credit departments of Credit depart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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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台灣銀行業多以貸放利差為利潤的主要來源，授信業務為各家銀

行收入的主要業務之一，但卻須面臨較大的違約風險、市場風險，及日漸

微薄的利差空間，負擔日益偏高的授信管理成本。然而，外國銀行在台分

行為開拓日益富有的台灣市場，遂積極引進新金融服務與商品，如個人財

富管理、私人銀行業務等差異性高、以 fee-base為主的商品，以便在競爭激

烈的台灣市場中立足，以及 1991 年後成立之新銀行為在一片紅海中找出

Niche Marketing，全力推波助瀾之下，引發一股改以 fee-base為主之個人財

富管理、企業投資理財業務的興起；同時為加強授信與人員管理、業務量

的穩定成長，紛紛將傳統銀行經營組織進行再造，業務重心移轉至個人、

企業的財富及投資領域。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新銀行、永豐銀行(前身

為建華銀行)國內的代表性銀行。即使在 2008年的金融風暴摧殘，與新BASLE 

Ⅱ要求下，各家銀行仍未放棄此塊利高、風險小的市場，其皆於組織內進

行調整，進行銀行業的轉型，並等待下一波的經濟回溫時刻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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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WTO對金融業之規範 

一一一一、、、、WTOWTOWTOWTO 金融服務談判架構與議題金融服務談判架構與議題金融服務談判架構與議題金融服務談判架構與議題    

（一）基本認識 

    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為 WTO 有關服務貿易之規定。GATS 的「透明性」要求，為 WTO 相當重要的

一項貢獻，各國產業透明度愈高，則愈有利於投資與貿易之進行。另外，「最

惠國待遇」規定則要求各會員同樣地享有最優惠的貿易條件，「國民待遇」

則指各會員進入他國市場時能享有與當事國國民相同之國民待遇。然在服

務業方面（包含金融服務業），則由各國自由提出各種不同程度之承諾。WTO

目前積極進行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的談判，期能建

構對開發中國家較有利的市場進入條件，以促進國際貿易及經濟的發展。 

    在進一步提到 WTO 金融服務議題進展前，必須了解以下四個專有名詞： 

1.「模式一」：指跨境交易，消費者與服務供給者皆留在原有國度，而透過

如電話、電子金融（e-finance）的管道進行交易； 

2.「模式二」：指國外消費，即消費者移至他國從事金融交易； 

3.「模式三」：商業呈現，指服務供給者經由直接投資設置據點方式，至消

費者所在之國家提供金融勞務服務，例如外商銀行至消費者本國設立分行； 

4.「模式四」：自然人移動，指金融服務從業人員移至各地提供服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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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訪客至消費者本國從事長、短期的金融服務工作。 

    服務貿易包括 12 大產業，金融業為主要服務業之一。若以產品的角度

來定義金融服務業，可分為兩大領域，即保險及保險相關金融服務與銀行

及其他金融服務。在 12 項服務業中，世界各國開放程度最大的為觀光服務

業，其次是金融服務業，而開放程度最為保守的則為教育服務業。 

（二）海運保險和能源保險開放之提議  

    關於能源、海運等保險開放的提議，台灣目前已開放能源保險、海運

及商業航空保險。海運及商業航空保險的保險範圍包括：被運送的貨物本

身及運送貨物的交通工具、貨物及國際轉運貨物，為台灣少數開放可採用

「模式一」（跨境交易）的金融服務項目之一。 

    台灣金融服務在「模式二」（國外消費）部分，已開放個人壽險、再保

險及轉再保險、保險附屬業務（例如保險顧問、精算、風險評估、理賠）、

銀行及其他服務。所有金融服務業的服務項目幾乎都已有所開放。中華經

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台灣的金融服務業相較於世

界各國的開放程度業已名列前茅。但世界各國都有所但書，例如：禁止未

居留本地的金融服務提供者在消費者國度進行促銷，例如銷售海外基金的

銀行櫃檯，不可以由理財服務人員進行促銷，而是被動地等待消費者索取

資料或諮詢。「模式三」（商業呈現）的部分，允許外國金融服務業者來台

設置營業據點提供服務方面，台灣對於此模式（即為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金融開放程度也已相當高。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出台灣對於「模式一」（跨境交易）的開放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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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保守，其實不只台灣如此，世界各國也多是如此。為何各國對於「模

式一」的開放態度略嫌保守呢？此乃因為跨國公司雖然可以提供消費者本

國主管機關相關公司資料，但卻無法保證其未來的營運狀況，且消費者本

國的司法管轄權並無法延伸到未於本國境內設置據點的跨國公司，故為了

本國的消費者及對本國金融市場的保護，各國對於「模式一」（跨境交易）

的開放速度相對遲緩。 

(三）e-finance 議題未來可能發展及對業者潛在影響 

    在 WTO 金融服務貿易談判中，電子金融究係屬於「模式一」 (跨境交

易），亦或屬於「模式二」（國外消費），係仍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主要原因

即在於電子金融交易不易確認究係屬於「模式一」或「模式二」。若電子金

融歸類於「模式二」，則因目前 WTO 會員大致都已開放「模式二」，對於一

些金融服務業發展較為落後、開放態度相對保守的會員而言，將會產生相

當大的衝擊。 

    電子金融議題所衍生的另一個問題，如果交易發生地是在消費者的所

在地﹝即「模式一」（跨境交易）﹞，則外國公司應適用於進口國（大多為

開發中國家）的相關管理法規及爭端解決機制。若其歸類為「模式二」（國

外消費）時，則適用於出口國（大多為已開發國家）的管理體制或國際通

則。由於每個國家的爭端解決機制皆不相同，故將產生不同的管理及爭端

解決的標準。正如以上爭議，產生了電子金融的監管問題。電子金融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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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基於審慎監管的原則，透過會員雙邊的諮商及相互承諾，藉由雙方

認可的法律與監管機制，對跨境金融服務提供者進行管理。國際組織亦已

發展出一些國際金融監管規範，例如在 2006 年年底實施之《新版巴塞爾協

定》（Basel II）即為 WTO 引用，並據以管理相關金融服務貿易的交易。 

    BASEL II 為重要國際金融監理標準，許多國家為維持其與英美等經貿

大國金融往來，皆計畫逐步實施 BASEL II。然 BASEL II 採行之風險評估方

法較 BASEL I 更具風險敏感度，開發中國家擔心 BASEL II 對國家信用評等

採行之方法將嚴重影響其權益 BASEL II 與 WTO 協定直接關聯性較弱，但就

實際操作層面觀之，BASEL II 對於判定 WTO 會員採行之措施是否違反其於

WTO 下之相關義務，仍有其重要性。BASEL II 對於金融機構之設立、經營、

運作或退場皆有極深遠之影響。惟許多擬實施 BASEL II 之國家同為 WTO 會

員，因此於依 BASEL II 採行金融監管措施之際，亦有遵循 WTO 協定之義務。

簡言之，各國根據 BASEL II 採行之金融監管措施如被視為審慎措施，得構

成 GATS 規範及在 GATS 下已承諾之市場進入與國民待遇事項之合法例外；

或系爭措施如符合 GATS 第 6條有關國內規章之規定，亦不致違反 GATS 之

規範及義務。惟若系爭措施被認為係非審慎措施，且不符 GATS 第 6條之要

件，則構成違反 GATS 義務，其他具利害關係之 WTO 會員可提起爭端解決之

控訴，請求該國修正或取消系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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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銀行授信管理 

    所謂商業銀行授信，是種科學論證，也是種藝術。在銀行資金運用上，

針對銀行收益性、風險損失及流動性之間，求取一個最佳的平衡。授信在

現代經濟社會所扮之角色，既可透過授信行為創造信用之功能而活絡經濟

發展外，亦可透過反向操作達到緊縮或抑制經濟過度膨脹的效果。 

   一、銀行授信本質： 

    銀行業係從事「風險經營」的一種特許行業，其經營特色為在風險承

擔的限制情況下，尋求最適報酬，故承擔風險，是銀行經營所不能避免。

銀行授信是所有經濟信用(商業和消費者信用)的主要來源之一，且亦為銀行

業務擴張之必要條件。經由授信功能，協助經濟產品、勞務的流通，或替

代交易的進行，對一國家之經濟民生與發展影響深遠，所以各國政府對銀

行經營授信均制定法規加以管制，惟恐授信之不及，對經濟或企業不能提

供所需資金，將會阻滯其發展；反之，授信若鬆濫，將承擔過度的風險，

進而可能導致銀行缺乏流動性而使經營陷於困境，甚至刺激物價的上漲。 

    由於銀行授信是銀行盈餘重大來源，而且銀行業務處處涉及風險，首

重風險事前評估，貸放後追蹤、驗證、管理。風險來自系統性風險(無法藉

由分散方來消彌不確定性)、非系統性風險(可分散風險，是個別企業獨有的

風險兩領域。銀行授信資金主要來自大眾的的存款，該等存款的吸收，除

支票存款無需支付利息，其餘存款銀行自是必須支付利息。再者，銀行為

維持經營尚須投資龐大設備、硬體裝潢及雇用為數眾多的員工，並為股東

追求最大利潤。在此經營過程與行為裡，除控管好資金來源及成本外，對

於資金主要去路─授信放款應該更加謹慎。風險管理是為規範銀行授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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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重要工具，其主要目的在於藉授信事前徵信、審查，事後的監督及保

全程序，以維護授信資產的安全，或減低授信風險。 

    風險管理的內涵，包括項目計有： 

  (1).風險評估：依據以往本身及同業發生信用違約損失或呆帳頻率、造成

原因等研判可能發生呆帳損失機率，用以防範同類風險再生，或據以偵知、

預警潛伏的風險。 

  (2).詳實的徵信：依據信用評估理論中最適的方式，就經營者的品格、能

力、借款企業資本、財力、擔保條件，經營狀況、經濟環境、產業與同業

經徵狀況，及對未來的預測判斷，提供授信決策做為重大參考。雖說高風

險高報酬，為維持銀行授信品質即資產安全，徵信與信用評等須維持並堅

持高標準。 

  (3).風險管制：透過各種事前設計的作業流程、謹慎的執行、以及小心的

監督及稽核，以降低授信風險發生機率。最後若發生風險，便依預先制定

好的辦法進行催繳、訴訟等保全債權的程序。   

  (4).專設之機構：授信風險管理需建立規章、制度、指定專責人員，週而

復始地進行推動、考核，並制定書面資料供授信人員執行；協調個內部機

構，以配合授信業務之進行，必要時更可向外部(銀行以外)機構申請支援。 

   二、實務運作： 

    銀行對企業授信落實在實務面向即為後列所述，每每一年或半年進行

每個構面的檢示與稽核，於必要時進行修訂調整：(1)經營策略：銀行的授

信政策訂定，(2)業務研發、企劃：劃分業務種類及客群、成本、費用設算，

(3)業務執行：人員訓練、推展執行、循環的管理(事前─徵信、估價、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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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簽約、貸放、追蹤、考核、警示)，(4)績效考評。 

    為能利於管理與業務推展，需明確規範出銀行對企業授信業務的範

圍，並將各種融資予以歸納並予分類管理，並予授信人員有所遵循。例如，

台灣目前的規範內容係明定，授信業務分為(1).融資業務─屬於所謂直接授

信，即由資金供給者債權人將所需之資金直接交付給資金需求之債務人。(2).

票據承兌業務(3).保證業務。後兩項係屬間接授信。而授信業務規範詳細項

目可參圖 2-6。 

 

 

    依據所銀行可承做之授信業務種類，銀行在為達成分層負責、專業分

工、簡化審核程序，在制度面將業務劃分為業務推展(授信人員或稱客戶關

資料來源：台灣金融研訓院

圖2-6 銀行對企業授信規範圖2-6 銀行對企業授信規範圖2-6 銀行對企業授信規範圖2-6 銀行對企業授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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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員)、貸放作業、風險管控(含徵信、審查、追蹤管理)、債權管理等四

大部門，各自負責、但互有關聯。而為各部門人員執行上有所依，各家銀

行首要會依本身規模、特性、定位、優劣條件，其次考量同業的競爭能力、

金融市場特質、經濟、文化、法律與社會發展趨勢，選擇最符合本身利益

的授信目標市場，訂定出合宜、合適的授信政策。具體而言，訂定授信政

策通常會考量，(1)法規─監理機構的法令、銀行法、政府機關行政命令等

(2)授信資產限制─主要針對資產的安全性與流動性做必要的考量，依據不

同資金來源(存款、同業暨央行融資、自有淨值暨各項準備)、法令對各類授

信期限與總額限制及風險分散，訂定最佳的存放比(授信/負債)與授信資產

組合，並依市場資金鬆緊、利率走勢，經常而靈活運用及調整，避免資金

閒置 (3)內部授權標準─依銀行授信目標及經營特性，對各級人員，訂定執

行與決策之授權，實施分層授權責任制度(4)授信種類與客戶限制─依銀行

組織特性、區域特性及經營目標，訂立銀行所欲承做或不想承做的授信種

類、客戶對象、產業、區域(5)授信訂價─銀行為一營利組織，追求股東利

潤最大化。因此需依據自身資金成本、市場競爭狀況、風險承擔能力及客

戶貢獻度，確立訂價政策，做為授信人員及主管遵循依據(6)授信特定條款

─避免授信集中在某些特定產業、單一或少數客戶，或期限過長增加風險，

規定其授信對銀行或客戶有形資產/淨值比，以避免融資過度及集中授信的

風險(7)授信管理─除為掌控風險考量，期待客戶其他業務往來及互惠關

係，應將往來情形、客戶經營及財務資料、貸放後追蹤管理資訊，清楚完

整地利用資料庫、資訊化方式呈現提供與授信、風險管理等人員在經營管

理工作使用(8)問題放款定及對策─銀行資產品質影響銀行收益頗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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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視資產品質、信用等級變化、債權是否安全有效。是故，對資產違

逾、不良資產的定義、分類、應採之對策、步驟、催理原則即打消呆帳所

需之必要條件與程序。 

    因應金融市場變化，及走向國際市場，國內銀行紛紛在組織架構及業

務區塊面向上進行重整，同時將風控與業務推展分立，一改以往業務、風

控審查一把抓的體制，消除人為因素所造成之授信道德風險。見圖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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