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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地區金融控股公司產險子公司之
經營概述 

第一節 台灣地區金融控股公司概況 

隨著新經濟時代來臨，資訊科技不斷創新，使得經濟活動型態逐漸

改變；再加上全球化發展，國際間金融市場愈趨緊密結合，致使當年財

政部積極建立金融控股公司機制。其目的有二，一是引導金融保險及證

券業，可跨業經營，二是鼓勵金融機構大型化，這二個目的也象徵財政

部的金融監理政策，有所變遷，與數十年前開放金融保險機構的設立，

強調分散股權，避免金融機構財團化的開放政策，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而金融機構朝向大型化發展，已是必然趨勢，金融控股公司若未能達

到經濟規模，將難以發揮綜效；但即使規模高居全球第一，亦不必然能

發揮最大綜效。最著名的例子是日本瑞穗金融集團，資產規模號稱全球

第一大，不過該集團自宣佈成立迄今，股價持續低迷，顯示金融控股集

團內部資源的整合，並非易事。目前世界各國正進行著金融改革，而我

國亦面臨新經濟所帶動的經濟發展與轉型，以及部分金融機構逾放比例

過高之情勢。因此，我國金融體制有必要因應環境之變遷來進行改革，

並提升金融體質。如能藉由金融機構間的整合，或與國際知名金融集團

策略聯盟或合作，俾能增強我國金融業之國際競爭力，以因應 WTO 開

放後，接踵而來的市場壓力。 

面對全球金融環境的變遷，我國金融改革的壓力逐漸沉重，行政院

遂定2001 年為金融改革元年，除了推動金融機構合併法外，並設立金融

監理委員會、金融控股公司與資產證券化...等三項制度。 

我國建制金融控股之主要原因有三： 

一、面對全球化之競爭，唯有大型化之金融機構方能在東亞地區佔

一席之地，而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使金融機構大型化，具有成立及

成長之空間。 

二、未來金融機構將以品牌與聲譽為重要之競爭工具，也是擴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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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佔有率最快速的方法之一，依國外經驗，現階段是以控股公司

之型態較易完成。 

三、由於金融服務與消費型態的改變，未來消費者將期盼金融機構

得以單一窗口提供多元化商品之服務，而金融控股公司之多元化

子公司，恰可滿足此等需求。 

金融控股公司如能推動成功，不僅發揮金融綜合經營效益，也能藉

由整合資源與資本，擴大經濟規模及範疇；同時，因經營決策與業務執

行的分離，使經營決策者可專注於整體經營策略之思考及擬定，強化專

業分工及經營效率。此外，可依其經營目標，透過投資或收購來擴大金

融版圖，提昇組織管理及財務運用彈性化。基於上述原因與經濟環境之

需求，遂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 

我國金融控股法案自2001年通過迄今，已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如下：

華南、國泰、中國信託、富邦、建華、中華開發、兆豐、新光、台新、

玉山、日盛、復華、第一、國票、等十四家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後，金融界已掀起併購之風，為瞭解對金融產業

所產生的影響，金融機構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以下就分別從金控公司

對金融產業發展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對金融機構所產生的利基與挑戰進

行分析。 

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是讓金融機構能跨業經營，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達成大型化的綜效。在金融控股公司的交易平台陸續整合上路後，未

來消費者可透過單一金融機構窗口，就可完成保險、存放款、證券和投

資..等交易；同時，消費者如把個人金融業務集中在同一家金融機構，可

以節省比較多的手續費支出。目前，金控金融商品陸續面世，包括玉山

金控的「玉山理財Club」，以及國泰金控的「理財小魔法師」、「保險

基金信託」..等，都是以提供多樣化金融服務業務為導向。雖然，金控公

司以提供多樣化金融服務為利基，但在整合過程中也面臨到許多挑戰，

以下就金融控股公司之效益與疑慮分述： 

金融控股公司之效益： 



 17

一、指揮系統效率化 

將事業經營決策與執行分離，使控股公司集中於集團經營策

略的擬定，而各子公司則負責業務執行，透過分工可以達到縮短

決策時程與執行業務的效果。另外，由金融控股公司集中資金及

資源配置，可使管理更具彈性，資源可以有效配置，以達到最大

化金融集團價值目的。 

二、擴大經營規模 

透過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將銀行、保險、證券、期貨、信託

、創投等金融業結合，可達到擴大經營規模，使金融機構朝向多

元化發展。 

三、達到業務綜合化 

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構下，各子公司可利用業務平臺或資訊相

互運用方式，整合集團內資源，進行共同行銷，提供客戶多樣化

商品，以降低管理成本，發揮綜合銀行效益。 

四、提供租稅優惠 

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28 條規定，為提高金融機構轉換為金

融控股公司或子公司之意願，將可免除轉換過程所發生規費，而

土地移轉所發生之土地增值稅准予以記存，其他因營業讓與發生

之印花稅、契稅、所得稅、營業稅及證交稅一律免徵，以降低合

併或轉換之成本。 

五、提供連結稅制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9 條規定，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九十

持股之子公司，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選擇合併申報所得稅，使

得控股公司下之子公司可達到盈虧互抵，減少公司租稅負擔。 

金融控股公司之疑慮： 

一、設立成本高 

在金融控股公司下，需另設立子公司經營銀行、證券、保險

等金融業務，不若綜合銀行可於直接另設部門兼營業務，因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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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成本較高。 

二、增加營運風險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6 條規定，當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

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業務及財務惡化情況時，金融

控股公司有協助子公司財務之義務，如此將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整

體風險提高。 

三、增加財務風險 

金融合併、整合所產生的大型機構有更依賴資本市場的趨勢

，由於有時股價漲跌快速，增加其財務風險。 

四、提高管理困難 

由於金融控股公司下可經營多種金融業務，但每一業務性質

、行銷方式與風險特性亦不同，因此會增加人事及財務規劃的複

雜性，而且兼具銀行、保險、或證券等其他金融業的管理人才難

以尋覓。 

五、產生利益輸送問題 

由於各子公司之間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各子公司利用資訊

交換可能發生間接侵害消費者的權益。然而，金融控股公司下資

訊的使用與防火牆之規範宜有均衡，避免以概括性利益衝突及防

火牆扼殺資訊使用之效率。 

六、易引起系統性風險 

金控公司旗下子公司營運之系統性風險提高問題應速謀解

決之道。美國及加拿大學者研究均指出金控公司集團中子公司營

運出現問題，常引發子銀行擠兌風險，此種傳染性系統危機無法

避免。由於金融控股公司規模較大，當經濟蕭條時所引起的系統

性風險將更大，如此將危及金融安全網，增加全體人民負擔。 

綜合上述，未來金融控股公司會因多角化經營而面對多種不同風險

；雖然金融控股公司之整併不僅可擴大經營規模、綜合業務與提昇系統

效率，但集團內子公司如風險控制不當，將牽涉集團經營。此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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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在財務運用上雖可統合調度資金以增加資金流動性及靈活度，

但集團內之治理機制或內控規範等出現漏洞無意是給有心人士掏空子公

司資金的機會。是故，主管機關才積極推動金融機構之公司自理機制，

並加強資訊公開以發揮市場監督之功能，以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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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地區產險業概況 

法規變革以及業界合併案例增加的趨勢，已日漸為台灣產險業塑造

出一番新風貌，從而為市場參與者帶來了機會和挑戰。法規逐步開放所

帶來的營運彈性空間提高以及合併案例增加，應能讓部分產險公司因經

濟規模提升而受惠。2005年時，台灣前五大產險業者的簽單保費收入約

占整體業界簽單保費收入的52%，較2000年時為48%已有所成長。預期

在未來數年內，台灣產險業應會繼續看到新的合併案件。 

2001至2005年間，台灣產險業的綜合率介於94%至101%之間，業

者的再保險安排，則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綜合率的變動幅度。若納入來

自投資部位的報酬，台灣產險業在前述期間內的獲利令人滿意，平均營

收報酬率（ROR）為13%。預計在未來數年內，產險業的承保績效仍將

維持良好，整體綜合率估計將介於96%至100%之間。不過，預料業者間

激烈的競爭壓力、自留風險的升高、業者提高風險性投資以及潛在的巨

災風險，將造成產險業的營運波動性為之升高。 

表3-1 台灣產險業者評等等級分佈(標準普爾評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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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台灣產險業者評等等級分佈(中華信評評等等級) 

 

 

 

 

 

 

 

 

 

 

 

 

台灣大多數產險業者的資本水準均頗為允當。業界於2005年的股東

權益對淨保費收入比約為110%，就國際標準而言水準頗高。雖然此水準

已逐漸降低（部分係因產險業者致力提升資本運用效率），中華信評預

期絕大多數產險業者在中期內的資本水準仍將維持允當。 

台灣的產物保險業近年來挑戰重重。首先，監管機構在20世紀90年

代的開放市場政策使業內競爭加劇。其次，1999年至2001年間自然災害

頻仍。台灣保險公司非常倚重的再保險市場近年的承保能力也大幅縮減

。經營實力較弱的保險公司因上述事件而瀕臨虧損。然而，展望未來，

保險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屬下的保險監管機構）已持續制定

一些新法規，旨在穩定保險市場及緩解保險公司面臨的激烈競爭。 

既然台灣的保險業極度倚重再保險，也意味著保險業會很容易受到

再保險市場難以預測的情況所影響。911事件後，承保能量減少，再保險

公司的合約條款與條件更加苛刻，直接保險保費上漲，自留分增加。隨

著再保險的承保能量恢復，保費費率會回落，特別是非固定保險費率的

險種方面，導致市場紀律可能會變得鬆散。由於發生這種情況，加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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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分增加，保險公司的業績將會更為波動。  

台灣保險市場開放，主要歷經四個階段： 

一、1981年對美國開放。 

二、1992年開放國內保險公司申設。 

三、1994年對世界各國開放。 

四、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之後，監理機關為使本國產險業能順應國際化衝擊，於是推動諸多

措施與辦法： 

一、2001年發布「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 

二、2001年發布「保險業風險資本額」新制。 

三、2002年發布實施「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 

截至2005年底止，整體財產保險業之簽單保費收入再創歷史新高達

到新台幣1,185.01億元，較前一年度的新台幣1,154.67億元成長了2.63%

，惟成長率較上一年5.48%有趨緩現象，雖然2005年度國內財產保險市

場競爭仍然激烈，但隨著新車銷售市場創新高帶動汽車保險的大幅成長

、傷害保險開放產險業經營後持續地成長、以及新種保險產品與潛在市

場不斷開發，使得財產保險業2005年之整體財產保險簽單保費收入仍呈

現1998年以來連續第八年的成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國2002年實

施費率自由化後，市場保費收入成長率已呈現逐年趨緩的現象。 

我國2005年財產保險業之簽單總保費收入新台幣1,185.01億元中，

火災保險之簽單保險費收入為新台幣220.35億元，較2004年之新台幣

221.00億元微低，成長率負0.29%，由於費率競價嚴重再一年度呈現負

成長之狀況。整體海上保險，包含貨物運輸保險、船體保險、漁船保險

，2005年簽單保險費收入為86.65億，較上一年度成長3.68%，最主要係

船體保險成長12.44%所致。其中貨物運輸保險在進出口貨物業務量成長

有限的情形下，2005年貨物運輸保險簽單保費收入由2004年的新台幣

58.60億元，成長到2005年的新台幣59.06億元，成長率為0.80%。 

汽車保險2005年之簽單總保險費收入為新台幣588.62億元，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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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新台幣550.48億元，成長率為6.93%；其中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因費

率調降成長率僅有0.47%，而任意汽車保險成長率則高達10.01%。國內

汽車保險隨車市攀高峰後繼續第二年的高度成長，這也使該險種在國內

財產保險市場之比重再由2004年的47.67%，上升到2004年的49.67%，

其比重仍居各種財產保險之冠。 

航空保險方面，2005年簽單總保險費收入為新台幣19.71億元，較

2004年的新台幣31.92億元負成長高達38.27%，保費收入銳減的原因應

與過去三年國內無重大飛安事故費率大幅下降有關。 

由於新增工程有限，工程保險2005年簽單保險費收入為新台幣57.11

億元，較2004年的新台幣70.57億負成長19.07%。此外，責任保險簽單

保險費收入為62.16億，較上一年度呈現0.94%的微幅成長；信用保證保

險簽單保險費收入為31.93億，較上一年度呈現4.61%的成長；其它保險

簽單保險費收入為34.16億，較上一年度呈現3.15%的成長。傷害保險簽

單保險費收入為84.30億，較上一年度成呈現17.28%的高度成長。 

就各種財產保險之市場占有率分布情形而言，2005年汽車保險占有

率為49.67%，仍居各險種之冠，其它的50.33%，分別為火災保險18.60%

、傷害保險7.11%、責任保險5.25%、貨物運輸保險為4.98%、工程保險

4.82%、及其它各種保險9.57%。 

圖3-1 財產保險市場佔有率分析 

 

 

 

 

 

 

 

資料來源：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概況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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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各種財產保險之賠款變化方面，依統計資料顯示，火災保

險之賠款率由2004年21.45%驟升至61.13%，賠款率上升最多，主要係

因一件半導體業（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與一件電力業大型

商業火災保險（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賠案所致，此外各險種賠款率

之變化分述如下：貨物運輸保險由2004年之38.74%微幅下降至38.27%

；船體保險和漁船保險合併計算之賠款率則由2004年之110.46%下降至

71.86%，但相較前幾年賠款率仍屬較高之水準；整體汽車保險(含強制汽

車保險)之平均賠款率微幅降低，由2004年之61.28%降低至2005年之

60.50%；航空保險方面，由於賠款調整2005年之賠款率與上一年度一樣

為負數，賠款率為-17.01%；工程保險部份，由於近幾年尚未有重大颱風

或豪雨災情，因此2005年工程保險之賠款率與上一年度相近，由2004年

之36.19%微幅降低至2005年之36.10%；各種意外保險方面，2005年之

賠款率為50.93%，較2004年之39.25%，大幅升高11.68%，主要係因信

用保證保險賠款升高所致，另意外保險中近年來開發產險承作之傷害保

險，2005年賠款率為44.37%，與上一年度45.23%微幅下降，惟其後續

發展趨勢仍待觀察。 

在產險公司方面，截至2005年底在台境內產險業共25家，其中本國

16家（含保險合作社1家），外國9家，如表3-3。25家產險公司中，外國

保險業在台分公司之業務量不及全體業務的百分之五，其業務範圍多集

中在工程險及商業火險；除上述外國保險公司，本國保險公司之市占率

，如表3-4。另外，我國唯一之保險合作社－台灣省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其經營之業務僅限於漁船保險業務。 
 

表 3-3 台灣境內領有營業執照產險業家數 

本國 外國 
西元年底 

 

總計 

 
總公司  保險合作社 分公司 聯絡處 

2005 25 15 1 9 11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精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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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我國近五年產險業市占率彙整表 (單位︰％) 

公司名稱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3 20.3 20.3 19.8 19.7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0 8.9 9.0 9.1 9.1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9 7.4 7.3 7.4 7.5
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7 7.2 7.0 7.6 4.5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1 6.9 6.1 5.7 5.2
中央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5 6.3 5.9 6.0 6.2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2 7.3 4.5 4.2 3.9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7 5.5 5.7 5.7 5.7
中國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3 4.8 4.5 4.6 4.8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8 4.5 4.3 4.2 4.5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3 4.1 3.9 3.9 3.8
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7 4.4 5.3 5.2 5.1
台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4 3.5 3.6 4.0 3.9
太平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2 2.1 2.2 2.3 2.8
國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 2.6 3.5 3.7 3.9
外商公司合計 4.3 4.2 3.8 3.5 3.2
註：「國華產險」，統計至 2005 年 9 月底止。 

資料來源：同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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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地區金融控股公司產險子公司概述 

隨著台灣於2000年加入WTO，國內經金融市場全面開放，外國保險

公司相繼來台設立公司，同時也開放國內銀行證券業加入保險市場，立

法院於2001年7月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目的在使金融企業朝向

「股權集中化、大型化、業務綜合化」等方向發展。在此法源依據下，

金融業可藉由成立控股公司進行跨業經營，透過聯合行銷、資訊交叉運

用及多樣化產品組合及產品線，提供消費者一次購足的服務，以增加金

融機構競爭力。另外，目前國內的幾家知名銀行與財團，紛紛合併及策

略聯盟成立金控公司，多家的銀行也跨足保險業務，再加上台灣加入WTO

之後，保險業外商大舉入侵國內市場，面臨這樣的競爭態勢，亦正式宣

告保險業之戰國時代已然來臨。另外，目前國內的幾家知名銀行與財團

，紛紛合併及策略聯盟成立金控公司，多家的銀行也加入賣保險的行列

，面臨這樣的市場態勢，保險公司更加陷入了戰國的局面。 

成立控股公司進行跨業經營，透過聯合行銷、資訊交叉運用及多樣

化產品組合及產品線，對一些未加入金控公司的保險公司經營更加困難

，是否此公司的體制的改變會影響保險業務員的保險銷售以其他們公司

加入金控公司對其個人的影響等等的議題，到底是有利或有弊，應該是

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以下就分別以四家不同金控體系下之產險公司作概況介紹： 

 

一、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國泰產物保險公司）成立於1961

年4月19日，是台灣第一家民營產物保險公司，也是富邦集團各關係企業

中歷史最悠久者，堪稱為建構富邦集團的前導。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是以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營業讓與方式於2001年12月

19日成立。 

原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係於民國五十年四月十七日依公司法

規定組成並核准設立登記，主要經營業務為財產保險，於九十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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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變更營業項目及公司名稱為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經財政部台財保字第○九一○

七○五八五三號函核准，辦理減少資本壹佰億元，業經董事會決議以九

十一年八月一日為基準日，並已完成變更登記。 

該公司於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經金管銀(六)字第0948010344

號函核准，註銷持有母公司之股份並辦理減少資本1,821,604千元，減資

後實收資本為18,178,396千元。此減資案經董事會決議以九十四年四月

二十七日為減資基準日，並已完成變更登記。 

該公司於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獲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一字第○九五○一二四六○四號函核准減資一百億元，以九十五年九

月二十八日為減資基準日，已完成變更登記，減資後實收資本為

8,178,396千元。 

富邦保險2005年簽單保費收入242.65億元、市場佔有率20.33％、成

長率為3.72％，連續第24年居市場領導地位。  

由於金控旗下各子公司交叉銷售效益具體展現，透過關係企業協助

招攬之產險簽單保費，2005年為14.58億元，佔全年簽單保費比重為6.01

％。 

 

二、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由中國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前身

）投資，創立於1931年11月1日，1972年二月合併中央信託局產物保險

處，改由財政部直接投資。1994年5月5日完成民營化移轉。因應金融發

展趨勢，為發揮綜合經營效率，以2002年12月31日為股份轉讓基準日，

以股份轉換方式轉換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兆豐產險

2005年簽單保費收入62.71億元、市場佔有率為5.25％、成長率為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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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1963年5月1日正式營業（奉財政部台

財錢發字第00610號函核准設立），經營財產保險業務，承保項目主要包

括汽車保險、火災保險、意外保險、責任保險及前述各項業務之再保險

等。同樣為因應金融發展趨勢，綜合經營效益，以2003年8月15日為股

份轉讓基準日，以股份轉換方式轉換為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

公司。華南產險2005年簽單保費收入51.51億元、市場佔有率為4.32％、

成長率為8.57％。 

 

四、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1993年7月19日依公司法及相關

法令核准設立，2002年4月22日依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以全部股份

轉換為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並於2002年6月

28日依台財保字第0910706108號函核准由「東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為「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2日正式對外

公布。國泰產險2005年簽單保費收入94.41億元、市場佔有率為7.1％、

成長率為11.20％。 

在金控公司成立之數年內，金融控股公司已成為台灣金融系統的主

要業務模式。迄今，已有14家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囊括了台灣所有大型

金融機構。以傳統代理分銷方式之成本較高，目前已成立之金融控股公

司皆提倡內部交叉銷售，藉以採用有效銷售模式而降低銷售成本，進而

取得額外利益，再與實力雄厚、擁有廣泛分支網絡的銀行機構合作的保

險公司勢必將受益匪淺。而擁有公司客戶的銀行亦將向金融控股公司下

屬的財產保險公司提供額外客戶來源，將對台灣財產保險銷售方式產生

潛移默化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