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總是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卻是鬧劇。」~馬克思 

 

第三章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之內涵 

 

  從美日兩國的立法經驗可以發現，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

並不是在各界均贊同的情況下而生，其中反對的聲浪不

斷，究其原因和金融控股公司可能壟斷金融市場、造成不

公平競爭、多種利益衝突、影響消費者財務選擇自由性等

種種缺點脫不了干係。  

 

  我國雖然與美國關係向來密切，然我國的金融市場有其

特殊性，並不等同美國的市場，因此在立法時首應考量我

國的金融體制和發展現況，始能制訂適合我國之法律規

範。例如：美國因為 GS 法案限制銀行兼營他種業務而不合

乎金融自由化的趨勢，故有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之產生，

以解除管制。反觀國內，銀行跨業經營並沒有受到管制，

銀行可兼營證券業務，因此曾有學者質疑我國是否有另外

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之見解。  

 

第一節  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規範與現狀 

 

第一項  銀行業之跨業經營  

 

  目前我國可以說法律對商業銀行的跨業限制很少，原則

上採可以跨業經營：  

一、商業銀行和專業銀行得直接跨業經營信託和證券

業務（信託業法第 3 條、銀行法第 28 條第 1 項）。 

二、商業銀行、專業銀行和信託投資公司得以轉投資

子公司型態，跨業經營金融相關事業（銀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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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條第 1 至 3 項、第 89 條第 2 項，第 115 之 1 條；

信託業設立標準第 5 條第 1 款）。   

三、銀行業之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證券及期貨業之

證券商與其他金融機構、保險業之產物保險公司

與保險合作社，皆可自由合併。（金融機構合併法

第 5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  

四、銀行得經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核准，直接兼營或設

立子公司辦理期貨業務（期貨交易法第 8 條、第

57 條第 2 項但書、期貨商設置標準第 31 條）。  

五、銀行原則上不得兼營保險業務，但是在政策性考

量下，中信局依中央信託局條例承保公保、軍保

業務，中國輸出入銀行承保輸出保險業務，郵政

儲金匯業局承保簡易壽險業務 18。此外，「保險代理

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 21 條第 1 項，

在符合押匯及授信業務相關之條件下，銀行得經

營財產保險之中介業務。  

 

第二項   證券和保險業之跨業經營  

 

  依證券交易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證券商需依種類分類

經營，不得經營其本身以外之業務，例外得經主管機關之

核准經營他種證券業務或與其有關之業務。依「證券商辦

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辦理有價證券買賣、

融資及融券業務，也有以子公司方式投資於票券金融公

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期貨商及相

關事業、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國外證券業（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尚不得轉投資商業銀行和保險公

                                                 
18 凌氤寶主持，保險業跨業經營之研究，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999 年 6 月，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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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保險法第 138 條第 3 項規定，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法規

定以外之業務，但可依同法第 146 條以下，轉投資國外保

險公司 19、養老育幼醫療事業、新興重要策略性事業、投資

公有土地之開發利用 20、購買公開發行公司股票（包括銀行

與證券商）。  

 

第二節  金控公司之定義 

 

第一項  金融產業之潮流  

 

一、金融自由化    

 

自九 O 年代以來，外商銀行表現積極，促動本國銀行

改變舊有作風，財政部為準備加入 WTO，勢必應提升本國銀

行的競爭力，故推出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中最受人

注目的便是開放設立新銀行。該措施雖然使得國內的銀行

業除舊佈新，一片欣欣向榮，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選擇，

但是也因為各銀行推出的金融商品同質性太高，在激烈的

價格競爭下，銀行的獲利能力巨幅縮水。在此情況下，近

幾年各銀行紛紛思索合併的可能性，透過企業合併，減少

營運成本，增加經營綜效。  

 

二、金融國際化  

 

  金融自由化不僅限於台灣，各國皆然。國外金融集團紛

                                                 
19 保險法第 164 之 4 條及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 
20 保險業資金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審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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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進駐台灣，使得金融國際化已是勢在必行。台灣的金融

集團除了致力改善財務結構和經營體質，以提昇國際競爭

力外，積極深入當地市場，與當地銀行體系緊密結合，跨

業經營以擴張版圖將是致勝關鍵。金融機構國際化戰略之

方式包括設立駐外代表處、海外銀行、購併當地法人或加

強海外通匯銀行關係等 21。  

 

三、企業併購與跨業經營蔚為風潮  

 

  金融業走向合併與跨業經營之原因，主要可以產生下述

潛在利益：  

（一）金融業者同時提供多種不同的金融業務，可以

有效整合金融機構的經營資源，充分發揮「範

疇經濟」和「規模經濟」的效果。  

（二）金融產品的多元化可以分散金融業者的經營風

險。降低景氣變化對金融業者利潤的衝擊。  

（三）對客戶提供「一次購足」的金融服務可以降低

整個社會從事金融交易的成本 22。  

      

  而跨業經營模式通常分為綜合銀行和金融控股公司兩

種。歐洲主要採行綜合銀行模式，美國則以金融控股公司

模式為主。台灣因為與美國市場息息相關，自然也繼受了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  

 

第二項  金控公司之定義  

 

  基於以上所述，台灣當局積極推動金融法制化工作，陸

                                                 
21 李孟茂，金融機構併購之探討，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27 卷第 9期，1991 年 9 月，第 1 頁。 
22 黃志典，數大未必是美，新新聞週報，748 期，第 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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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和金控法。前者目的在促成金融機

構大型化，亦即以規模經濟之方式提升金融機構之營運績

效。而後者則規範金融業者以控股公司跨業經營模式促進

金融業務之多樣化，建立範疇經濟 23。  

 

  一般來說，控股公司有實質主義和形式主義兩種判斷標

準。在實質主義下的控股公司，是指以持有他公司股份之

方法，控制他公司事業活動為主要事業之公司。而「以控

制事業活動為主要事業」又有兩種情況：一是指該控股公

司之事業目的中，大部分是以持有股份方式來控制他公司

的業務，而幾乎沒有其他事業活動；另一是指以持有股份

的方式來控制他公司，作為控制公司之一項主要且重要的

事業活動。  

 

  在形式主義下的控股公司，通常是指持有他公司股份總

數過半數，且所持有他公司股份之總價額，佔其資產總額

50％以上的公司。  

 

  不論採取實質主義或是形式主義之判斷標準，控股公司

既是以持有被控股公司股份作為控制方法，則被控股公司

自無由屬於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或有限公司，而應以股份

有限公司為其基本組織型態 24。  

 

  金控法第 4 條第 2 款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定義為：「指對一

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本法設立之

公司。」  

 

                                                 
23 新金融集團呼之欲出，新新聞週報，720 期。 
24 王志誠，同註 10，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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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持股」依同條第一款定義為：「指持有一銀行、

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行、保險

公司或證券商過半數之董事。」  

 

第 5 條則規範持有股份計算方式並排除「 1. 證券商於承

銷有價證券期間所取得且於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期間內處份

之股份。2. 金融機構因承受擔保品所取得，且自取得日起

未滿四年之股份或資本額。3. 因繼承或遺贈所取得，且自

繼承或受贈日起未滿二年之股份或資本額。」  

 

第三節  金融控股公司之監控制度  

 

  一般說來，監控制度應由三個機制串連而成，一、主管

機關之監理制度，二、市場規範機制，三、企業自律制度，

三者缺一不可（請參見表一）。不過在現有的金融環境下，

企業自律的機制仍在混沌中，市場規範機制也沒有完全發

揮功效下，三足缺了兩足，主管機關的監理制度就更加重

要了。依金控法關於金控公司之內部監控規定大致如下：  

 

表一 企業監控體系 

 外部控制 內部控制 

控制環境 ■導正企業誠信經營 

■公司管控制度再造 

■導正法制遵循文化 

■機關權責之擴張 

■公司管控制度再造 

■獨立董監事設立、監察人

責任強化 

風險管控 ■建立危機預警制度 

■信用評等功能之發揮 

 

控制制度（行

動） 

■交叉持股管控 

■借殼上市管控 

■信用擴張管控 

■強化內控制度 

■強化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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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利益輸送與非常規交

易 

資訊與溝通 ■投資資訊之明確化與簡易

化 

■公司網站之建立 

監督 ■自律制度之建立 

■會計師與承銷商責任之再

確認 

■操縱行為與內線交易之加

強查核 

 

責任追訴體制 ■投資人救濟途徑之修正與

落實 

 

資料來源：陳春山，企業管控與投資人保護─金融改革之路，第 32-33 頁 

 

一、  資本適足率 25之要求  

 

  為健全金控公司之財務基礎，金控法第 40 條對

金控公司的資本適足率有規定，資本適足率的計算

方式有多種，本法採合併基礎計算，關於比率、衡

量範圍及計算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因此，財政

部依據該法授權頒行「金融控股公司合併資本適足

性管理辦法」，該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 款「金融控

股公司以合併基礎計算之資本適足性比率（以下簡

稱集團資本適足率）：指集團合格資本淨額除以集

團法定資本需求。」  

 

  合併計算法是目前公認最適當的監理方法，可

解決子公司重複使用資本問題，並可分析控制集團

風險 26。然仍有學者以為子公司業務各不相同，資

本適足率也不盡相同，如強行規定勢必會提高金控

                                                 
25 所謂資本適足性，又稱資本適足率(Capital Ration)，係衡量合格自有資本(Eligible 

Capital)所能承擔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之能力。國際上對資本適足率之最低標準為 8％，我國

銀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不得低於 8％，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標準提高比率。 
26 許紋瑛，同註 15，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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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管制成本 27。  

 

二、  財務比率之限制  

 

    金控法第 41 條規定「為健全金融控股公司之財

務結構，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金融控股公司

之各項財務比率，訂其上限或下限。」  

 

三、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金控法第 51 條規定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財政部依該法授權

頒行「金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此處的內部控制制度與公司法之「內部監督」概

念不同。內部監督以公司內部監督機關（如監察人）

為主體的監督機制，除要求執行機關需滿足監督機

關之知的要求外，更可評量企業營運行為是否有利

於該公司。而內部控制制度乃著重於企業內組織的

控制，偏於內部流程之監督，要求效率及競爭力，

並須對社會大眾公開揭露資訊，以保護投資人利

益，有補充原內部監督之不足 28。  

 

四、  關係人交易  

 

   在公司法中的關係人交易，主要指公司董事之自

                                                 
27 王文宇，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77 期，第 200 頁。 
28 許紋瑛，同註 15，第 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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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易 (Self-dealing)行為，還包括監察人、公司

大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特別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

屬性分散，公司經營權操縱在董事會，僅法定事項

需透過股東會決議，如：轉投資、變更章程、公司

解散及重大事項等。  

 

  金控法對於關係人交易限制比公司法還要廣泛，

原則上金控公司和其子公司無論業種、公司規模均

在限制範圍內。第 44 條規定不得為無擔保授信之對

象包括： 1.金控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負責人和大股

東、2.由金控公司之負責人、大股東所開設的獨資、

合夥事業，或擔任負責人之企業，或為代表人之團

體、 3.有半數以上之董事與金控公司或其子公司相

同之公司。  

 

  第 45 條則規定金控公司及其子公司與特定對象為

授信外的交易時，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對象，

並且應經過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

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      

 

第四節  小結  

 

  整部金控法之法條共 69 條，涉及內部監控制度的法條包

括：第 38 條交叉持股禁止、第 40 條資本適足率限制、第

41 條財務比率限制、第 42 條隱私權保密義務、第 43 條防

火牆規範、第 44 條和第 45 條關係人交易、第 51 條內部控

制和稽核制度等，本文僅就交叉持股、資本適足率、關係

人交易在後文有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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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金控法的本身目的在為既有的金融集團成

立金控公司建立合法的法源依據，因此多是原則性的規

定，並且給予主管機關相當授權，對於重要的監理標準可

以授權命令事後追加，此作法固然彈性，不過也形同賦予

主管機關更重的監督任務，亦即，如主管機關未能適用國

際監督標準，對金控公司或許是短期利多，但是就長遠角

度來說，金控公司仍可能因內部管理不當、外部監督不周

而引爆另一場金融危機。  

 

  由於金控法有許多法律問題在妾身未明情況下，必須引

用其他法律為適用基礎。例如：公司法對董監事之要求、

關係企業間持股問題、關係人授信與非授信交易必須回歸

銀行法等等。如果該法令有缺失則金控公司形同無法可

管，所以對主管機關而言，在立法不及情況下，更多的行

政命令因此而生，金融法令何其繁多，實有統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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