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目的地的船，連風也幫不了忙。」~蒙泰尼 

 

第四章  台灣金融控股公司之現況 

 

第一節 金控公司市場概況 

   

  目前財政部共發出 14 家金控公司執照，其中 13 家已上

市，一家（日盛金控）已上櫃（請參見下表一）。  

 

  從金控的版圖完整性觀之，富邦金控（銀行＋壽險＋產

險＋證券）和兆豐金控（銀行＋產險＋證券＋票券）勝出，

提供消費者最完整的金融商品，也因旗下的銀行通路多，

更增加接觸消費者的可能性，所以目前旗下沒有銀行通路

的新光金控和國票金控，相形下競爭力較同業薄弱，而總

資產規模最大的國泰金控則缺乏證券版圖（請參見下表二

及表三）。  

 

  從資產規模面來看，可將金控公司再區分為總資產規模

一兆以上的大型金控公司，包括國泰金控、兆豐金控（由

交銀金控更名）、第一金控、華南金控與富邦金控，其中國

泰金控因為與世華銀行合併後，總資產規模突破 2 兆，成

為國內銀彈最多的金控公司。  

 

介於 5,000 億元到 9,000 億元間的中型金控公司，包括

中信金控、新光金控、台新金控。介於 2,000 億元到 4,000

億元間的小型金控公司，包括建華金控、玉山金控、開發

金控、復華金控和日盛金控。至於國票金控則 300 多億元，

是最小的一家（請參考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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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成立金控公司是否發揮 3C 綜效觀察，由於金控公司多

成立不滿二年，所以整體效應還無法明顯展現，若單就交

叉銷售的成效部分，業界多認為，富邦金控在白金卡和投

資型保單部分的交叉銷售成效應是最明顯的，對富邦金控

的營收貢獻已接近一成。  

 

表一 14 家金控公司基本資料 

金控

公司

名稱 

核准日期 開業日期 資產 

（2003.6.30

該公司自行

申報數，單

位：億元）

淨值 

（2003.6.30

該公司自行

申報數，單

位：億元） 

子公司 

華南 2001.11.28 2001.12.19 14,001 627 華南銀行、華南永昌證

券、華南產險、華南票

券、華南永昌投信 

富邦 同上 同上 12,581 1,397 富邦銀行、富邦證券、

富邦產險、富邦人壽、

富邦證投信、台北銀行

國泰 同上 2001.12.31 21,700 1,134 國泰人壽、國泰世紀產

險、國泰銀行、世華銀

行 

開發 同上 2001.12.28 2,740 1,293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菁

英證券、大華證券 

建華 同上 2002.5.9 4,741 440 建華銀行、建華證券、

建華客服科技公司、建

華管理顧問公司、建華

創業投資公司、建華人

壽保險代理人公司、建

華行銷顧問公司 

中信 同上 2002.5.17 9,517 81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

信銀綜合證券、中信保

險經紀人公司、中信創

投公司、中國信託資產

管理公司 

第一 2001.12.31 2003.1.2 15,027 617 第一銀行、明台產險、

一銀證券、建弘證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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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 同上 2002.2.4 16,726 1,465 交通銀行、倍利國際證

券、中興票券、中國國

際商業銀行、中國產

險、兆豐國際證投信

復華 同上 2002.2.4 2,887 373 復華證金、復華證券、

復華銀行、復華期貨、

金復華證投顧、金復華

投信、復華創業投資公

司、復華資產管理公

司、復華財務管理公司

新光 同上 2002.2.19 6,500 246 新光人壽、新壽證券、

新壽保險經紀人公司

玉山 同上 2002.1.28 3,190 248 玉山創業投資公司、玉

山銀行、玉山證券、玉

山票券、玉山保險經紀

人公司 

台新 同上 2002.2.18 5,889 518 台新銀行、台新票券、

台證證券、台新資產管

理公司、台新行銷顧問

公司 

日盛 同上 2002.2.5 2,427 294 日盛證券、日盛銀行

國票 2002.2.8 2002.3.26 1,816 229 國際票券、國票綜合證

券 

資料來源：財政部金融局並自行整理 Aug./2003 

                                        資料來源：寶來證券 23/Oct./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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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控併金控的風潮再起 

 

第一項  擴張市場佔有率  

 

  從財政部觀點而論，成立金控公司是為了提昇國內金融

業之國際競爭力，然以目前 14 家金控公司盤據金融市場來

看， 14 家似乎仍太多，並不能達到原先預期的綜效。  

 

  然而也有學者以為，一昧追求「大者恆大」的迷思，則

完全置消費者的選擇自由於不顧，如果真如財政部的計畫

只有三、五家金控生存下來，意味著消費者的選擇也減少

了，財務操作也被幾家公司所壟斷。  

 

 從金控公司本身來說，除了少數金控公司因為本身業種完

整，所以成立的金控公司不但總資產規模傲人、行銷通路

遍及全國及海外，大多數金控都有弱勢業種，仍待尋覓適

合的合併對象以合併壯大之，例如以投資業務擅長的開發

工銀金控公司，通路據點只有 7 個，因此可能與泛亞銀行

（目前全國有 38 家分行）洽談合併。  

 

  不過從近來政策顯示，減少金控家數已是勢在必行，因

此新一波的金控併金控的戲碼又將上演。財政部除了在金

控執照核准上採取保守作法外，也積極介入金控併購金控

的洽談協商中。  

   

  官股高達百分之三十六的第一金控，在台新金控董事長

謝壽夫進駐之後，已為兩家金控合併寫下前奏曲。只不過

當初大家所預料的是，由政商關係良好、資產規模小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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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控併購資產規模大的第一金控，但近日來的發展正好

相反。第一金控大手筆轉消呆帳，不僅包括先前已認列的

呆帳部分，連即將到期的可能性呆帳也一併計入，因此而

連帶調降 2003 年的財務預測，從稅前純益五十七億七千萬

元調降為負一百四十三億四千萬元，每股稅前盈餘從 1.41

元降為負 2.89 元，這種想要藉由合併來改善兩家金控本身

既有的壞帳，提升金控體質的心態表露無遺。  

 

  不只是有問題的金控想要找合併對象，即使資產透明度

高、獲利能力佳，屢次被國外專業財經媒體評選為最佳商

業銀行、最佳治理企業的建華金控，也急於宣示合併的意

願，並積極與國泰金、中信金、富邦金洽談合併的可能性。

追究業者的說法普遍認為，台灣現有的 14 家金控公司中，

市場占有率最高只有 8%、 9%，其餘小型金控甚至只占 2％

或 3%，沒有一家達到最適規模，唯有藉由購併，才能快速

擴大市場占有率。以建華金控為例，雖然在台灣頗具規模，

但是如果和世界級渣打銀行的 1200 億美元的總資產相比，

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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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寶來證券 23/Oct./2002 

 

表四  14 家金控公司總資產規模 

                                                資料來源：寶來證券 23/Oct./2002 

 

第二項  金控公司之綜效有待時間觀察  

 

財政部大力推動金控公司已兩年，也陸續前往各金控公

司巡視後指出，主體機構雖然減少，但是分支機構仍然龐

雜，令人擔心可能會重蹈過度開放新銀行設立之覆轍。根

據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 2000 年之研究，台灣的金融市場胃

 33



納量只能容納 5 家金控公司而已，一般認為，國內的市場

規模容納 5 家（ 3 大 2 小）金控公司是最理想的狀況。  

 

而金控公司實地運作後也漸漸發現，原先設定「大小通

吃、什麼都有」的心態並不正確，只會讓金控公司缺乏主

力戰場、模糊了企業經營焦點。因此各家金控公司在尋找

合併對象時，除了追求規模成長，也會選擇對自己有實質

助益的對象。例如，中信金旗下主要子公司中信銀， 2003

年 1 至 9 月每股稅後盈餘持續領先同業，銀行不但是中信

金控的本業，也是最能有效進行跨售的通路，未來購併對

象仍以銀行為主。  

 

  而富邦金控在併入台北銀行後，金控主體也由產險轉為

銀行，旗下富邦產險、證券、人壽等子公司定位為產品設

計者，銀行為行銷平台，經營策略鮮明。藉由金控的集團

力量，台灣金融業者也將觸角伸往海外，今年底富邦金就

將收購香港港基銀行（ International Bank of Asia）的

股權 55%以上，將購併觸角跨出台灣、放眼中國 29。  

 

第三節  小結  

 

  儘管學者質疑大者恆大的迷思尚未獲得解答，從財政部

的動作來看，讓「金控公司變大才能進軍國際市場」的政

策指示似乎短期內不會改變，至於消費者的權益、員工的

保障、非金控的金融體生存力等問題都被放在次順位。  

 

  金控公司和外商投資銀行為了媒合金控公司的合併案，

                                                 
29 林正文，數位時代雙週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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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拳擦掌、蓄勢待發，但是合併別人或被別人合併的金融

產業下的員工權益卻極容易在這場角力下成為犧牲品 30。  

 

消費者如果不想購買金控的產品，還有其他的機會嗎？

或者就從此不要投資、不要做理財規劃呢？三大兩小的金

控市場真的可以提供千萬消費者的理財需求嗎？還是消費

者只是在金控的廣告下被制約了呢？  

 

還有許多金融機構未在金控的大傘下（台銀、土銀、合

庫、彰銀、南山人壽、安泰人壽、元大、群益等），財政

部則採有條件鬆綁，只要資本適足率達 8％且無重大缺失

者，即可申請跨業行銷，這樣的鬆綁規定是否能讓非金控

金融機構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仍有待進一步實務實證。  

 

以上所提，雖非本篇論文探討重心，卻是實務上不可避

免的問題，或因金控公司成立以來，焦點皆集中在合併、

綜效上，對於這些問題論述皆散見各報章雜誌中，本篇論

文僅以寥寥數語為誌，希望有更多人關心。  

                                                 
30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合併大華證券時，即造成大華證券的大批員工離職。第一金控欲合併台新

金控尚未拍版定案，第一金控的員工便為了合併後的員工權益與董事長謝壽夫爭執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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