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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根據英國金融時報的報導，在亞太地區台灣富豪財富累積位居第三，僅次

於日本及中國大陸，然而排名第三的台灣人口卻遠遠不及中國大陸和日本，由

此可知，台灣人口的平均財富度遠遠超越中國大陸和日本。此從 2006 年台灣

地區身家超過 6 萬美元 (約新台幣 196 萬元）的個人，其合計持有的境內資產

總額達 4,000 億美元（約新台幣 13 兆元）可得證明。1 

2007 年可以說是台灣的財富管理年，歷經了前兩年的消金風暴後，各家銀

行轉戰財富管理市場，40 多家本土和國際金融機構爭相開發私人銀行和貴賓理

財業務，搶奪台灣有錢人的市場。而多家金控的財富管理業務也確實在 2007

年呈現明顯的成長，其獲利表現更打敗了消費金融、企業金融等過去銀行的主

力獲利業務，顯見財富管理業務對銀行獲利之貢獻漸具重要性，而成為銀行獲

利的金雞母，就 2007 年的財富管理獲利情形觀察，中國信託 1 至 6 月獲利達

63.71 億元，較 2006 年全年的 54 億元增加 9.71 億元；富邦銀行的財富管理業

務 2007 年 1 至 7 月的總稅前盈餘亦較去年同期成長 87%；台新銀行財富管理

手續費在 2007 年甚至成為其獲利的主要關鍵；2而第一銀行 2007 年 1 至 8 月的

財富管理手續費收入也較 2006 年同期成長 92%。3 

由以上各家銀行財富管理業務獲利成長情形，可看出顧客對金融服務需求

之轉變，除此之外，觀察各家銀行過去幾年陸續成立理財概念分行，紛紛打出

                                                 
1 經濟日報 2007-10-20 
2 經濟日報 2007-9-4  
3 經濟日報 200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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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嶄新的服務模式，並提供客戶隱密與專屬的服務空間進行財富管理規劃，

更加確定銀行對零售金融業務，尤其是個人理財業務重視之程度。而 Morgan 

Stanley and Mercer Oliver Wyman 更進一步描述出零售金融業務在美國金融業

如灰姑娘化身一般，帶來銀行高額利潤及穩定的收入，而且只需要增加不太多

的資本支出。4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文獻中，蘇益良（2003）針對企業金融業務及零售金融

業務，觀察國內近年來業務量發展的趨勢，確實發現零售金融業務的比重已逐

漸增加，而企業金融業務在金額上雖仍略有發展，但其比重已逐漸呈現降低的

趨勢。此外，陳石進（2005）在分行經營策略的建議中強調，分行應調整經營

模式以增加手續費收入並降低營運成本。依中央銀行統計資料顯示，銀行業存

放款利差持續縮減，至 2007 年底已降至 1.74%，顯見貨幣市場寬鬆的資金及因

商品及服務同質化造成的激烈價格競爭，已對銀行傳統存放款業務獲利造成不

利的影響，因此銀行業應積極增加非利息性收益、加強拓展手續費收入以提升

獲利水準之經營方向已明朗而確定。 

另一方面從台灣地區近幾年各家銀行營業據點設置情形觀察，除了中國信

託、玉山、花旗、渣打紛紛透過併購快速擴充營業據點外，其他銀行擴充通路

的動作亦積極未有停歇，參見圖 1 本國銀行總、分支機構家數變化趨勢，與 2002

年相較，至 2007 年底台灣地區本國銀行家數減少 13 家，營業據點卻反向增加

245 個，此趨勢不僅出現在台灣，參見圖 2 美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研究資料，同樣現象也出現在美國，金

融機構5逐漸減少，而營業單位6持續增加。這樣的現象與 90 年代末期許多大銀 

行不僅紛紛減少諸如投資或保險之類的個人金融傳統業務，甚至企圖以自動櫃

                                                 
4 Morgan Stanley, Mercer Oliver Wyman, ”US Retail Banking and Consumer Credit: An Agenda for 
Growth”, August 2004. 
5 係指商業銀行與儲蓄機構。 
6 根據 FDIC 的英文原義，分行係指 brick and mortar offices，而零售據點則是 retail locations，這兩者最大的區別

在於分行可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同時聘請全職的員工，至於零售據點通常位於超市或百貨公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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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行金融機構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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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國銀行總、分支機構家數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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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FDIC 承保金融機構家數變化趨勢 

資料來源：FDIC 

資料來源：中央銀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金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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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機、電子銀行及客服中心將客戶移轉出分行的狀況形成對比，此當說明隨金

融環境之開放及社會環境的變遷，銀行實體通路的重要性有增無減。 

究其原因，首先是台灣地區本國銀行業務同質性過高，加上直接金融籌資

管道暢通，降低大企業對銀行的依賴性，市場競爭削價結果，以致企業放款業

務利差逐漸縮小，逾放風險升高，銀行不能再只以企業金融為業務重點；其次

是電子化交易僅能取代一些標準化、簡單、無價格（利率、匯率）風險的交易，

如存款、提款、轉帳、餘額查詢等交易，其他如保險、稅務規劃、各種貸款等

較為複雜交易，仍然需要進行面對面的接觸，尤其是在新客戶的開發或新商品

的交易上；Hernando and Nieto（2007）指出網際網路的通路服務對實體分行而

言，是補充而非代替分行通路服務。而最重要的是個人隨著所得增加伴隨而來

的財富，刺激個人產生尋找更好理財方式的需求，依據包爾斯、計葵生及黃偉

權（2004）的估計，富裕中產階級顧客（一般指流動儲蓄在 10 萬到 100 萬美

金之間的家計單位）金融服務利潤，平均每年超過 1 千美元，台灣約有 50 萬

戶，並持續加速增加中，而接觸與控制散戶通路，正是教育和服務散戶投資人

的重要關鍵。在針對亞洲十餘國富有投資人所做的調查中，有 57%的受訪者喜

歡面對面的的互動；而在另一項對亞洲顧客所進行的基金遠距銷售實驗中，結

果幾乎全軍覆沒，由此更加確定其顧客之購買習性及文化；此外，在德國的一

些銀行亦發現，即使提供的是優質的通路服務品質，依賴遠端銀行通路服務的

客戶對公司之忠誠度仍然明顯不足。由此得知，諸如網際網路或自動化等純粹

技術性解決方案，並無法激發公司員工與客戶之間的感情聯繫，深化客戶關係。 

綜上分析，無論客戶是基於缺乏其他交易通路，或對網際網路及電子化交

易之安全性抱有疑慮，或習慣偏好面對面的交易模式，屬於實體通路的分行仍

是最終管理顧客、維持並深化客戶關係、建立客戶忠誠度的中心，亦是銀行經

營品牌形象曝光的重要關鍵，在金融服務的激烈競爭中，分行對財富管理客戶

尤其有其影響性。而在零售金融服務興起之前，分行據點的選擇大多在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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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政策原則下，以工商經濟活動的活絡程度、鄰近同業存放款績效、銀行本身

目前營業據點分布為考量，其中尤以工商發展潛力為首要，此乃源自於分行業

務發展一向著重於企業金融面，因此過去設立分行據點時所評估之區位要素甚

少以財富管理金融業務發展為考量。 

依沈明津（1997）分析，台灣銀行業具有多元經濟特性，銀行業的百貨化

與多元化是台灣銀行業最適合的發展方向，目前市場各家銀行亦莫不朝「金融

百貨公司」方向經營。而分行正是銀行提供顧客服務最直接、最親近的場所，

為提供顧客各式各樣金融商品及服務，滿足顧客一次購足商品之便利性，則擴

大分行通路將有利於增加商品行銷機會，有助於增加銀行獲利能力。Kurtz and 

Rhoades（1991）依據市場力量假說（Relative-Power Hypothesis）理論，認為

大型銀行具有優勢地位，可藉由廣大分行網絡及品牌差異提供消費者便利，以

獲得市場獨占力量並獲取獨占利潤。換言之，一個能取得消費者最初反應情報

的通路據點成為企業新的作戰策略，因為誰能掌握最完整的通路、最多的據

點，誰就是贏家（陳妙禎，1995）。 

若考量銀行增設分行對成本的影響，徐中琦、張鐵軍（1993）發現增設分

行雖會增加銀行的成本，但大多數銀行並未呈現出規模不經濟現象，而且分行

所提供的便利效益因資料取得上的困難，而無法納入實證模型，故認為以增設

分行來擴充規模及服務顧客確實有其必要性。Berger、Leusner and Mingo（1997）

則認為大部分的銀行並未達規模經濟，相反的，分行的無效率是因為分行重疊

性太高，關閉這類被限制發展機會的分行才可以壓縮經營成本，而有助於銀行

整體績效之提升。 

另一方面就各家銀行所銷售的行銷商品而言，楊成福（1999）以本國銀行

進行實證研究，研究發現本國銀行之獲利方式同質性過高，不易存有差異。另

外，劉怡廷（2005）就 2002 年到 2005 年台灣六家金控業者所有理財商品作出

統計，在 2002 年商品同質性比率為 86.54%，此比率到 2005 年 1-10 月已高達



 
銀行理財手續費收入決定因素之研究                                                         

6 

90.05%，顯見台灣地區金融業商品同質性之高，更具體的說，金融商品創新不

具專利權，複製速度相當快速。加上台灣客戶對金融機構的忠誠度愈來愈低，

依麥肯錫統計顯示，西元 2001 年台灣客戶表示忠於一家金融機構的比例 63%，

2004 年降至 54%。因此分行據點的數量及區位要素選擇及評估，對財富管理業

務的拓展有直接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綜觀金融環境改變及社會活動之變遷，台灣地區財富管理業務對銀行之獲

利顯得日益重要，銀行營業據點的獲利評估，除了傳統存放款利息收入外，對

能為銀行帶來高利潤、低風險的理財手續費收入，應就零售觀點進一步觀察營

業據點之區位要素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影響進行分析。 

過去銀行擴大通路及各區位要素的選擇，多著眼於工商活動以及存放款利

差收益之評估，本研究基於金融整體環境之變化，顧客金融服務需求之轉變，

欲以強化財富管理業務發展，並在銀行理財商品種類、銀行專業性及行員服務

品質無顯著差異的前提之下，以理財手續收入為績效評估代表項，探討台灣金

融機構營業據點之區位因素對財富管理業務經營績效之影響方向及程度為本

研究之核心，並透過本研究達成以下目的： 

(一) 本研究將深入整理國內外有關銀行區位與經營績效之相關研究文獻。 

(二) 依金融業務發展之趨勢，蒐集及分析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產生影響之相關

因素。 

(三) 以發展或設置財富管理分行角度切入，觀察自身銀行縣市地區覆蓋率對

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影響方向與影響程度，並對實證結果做出說明。 

(四) 建立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預測模型，探討及歸納相關區位要素與其相關

性，並解釋各區位要素對於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影響程度，以作為銀行預

測分行理財手續費收入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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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流程 

本研究研究架構共分為六章，除第一章緒論說明本研究的背景及目的之

外，其餘架構說明如下： 

第二章為相關研究文獻回顧及理論基礎建構，分別針對影響銀行績效之決

定因素及分行區位要素與績效等二方面之相關文獻進行整理。 

第三章國內分支機構設立發展回顧與現況分析，敘述國內分支機構設立發

展歷程以及目前金融機構新設分行時所用來裁量的評估項目。 

第四章為研究設計，說明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進行步驟及建構實證模

型，針對各項變數闡述資料來源及進行現況分析，並預期各變數對理財手續費

收入之影響。 

第五章為實證分析結果及檢驗，依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各區位變數對理財

手續費收入之影響方向及程度，並透過多種計量統計指標檢視實證模型之適當

性，俾使研究過程嚴謹，以增加實證模型的精確性。 

第六章為結論與建議，依本研究各章節之論述及實證分析結果，具體量化

區位因素對理財手續費收入的影響性，並據以提供銀行業作為訂定分行理財績

效目標及分行布點策略之參考。 

最後，茲將本研究進行流程圖以下圖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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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研究進行流程圖 

 

研究目的： 
以影響理財手續費收入之各區位要素為研究

主軸，建立預測分行財富管理業務理財手續費

收入最適模型。 

研究資料的蒐集、整

理與基本統計分析 

以複迴歸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估計、以最

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對各項解釋變數進

行參數估計。進而了解各區位變數對財富管理分行理財收入之

影響。研究結果也將作必要的檢驗以確認模型之正確性。 

結論與建議 

影響銀行經營績效

決定因素文獻探討。 

區位理論基礎及分

行區位要素與績效

之文獻探討。 

建立實證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