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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金融控股公司、金融改革、解除管制、事業結合、共同行銷、

搭售行為、強制性搭售、自願性搭售、不實廣告、欺罔行為  

 

一、研究緣起 

我國為推動金融改革，近年來自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二十一日制定

信託業法後，可謂正式啟動金融大改革之先聲，其後除分別於民國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及 同 年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大 幅 修 正 銀 行 法 及 制 定 金 融

機構合併法外，更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制定或修正「金融六法」，

包括金融控股公司法、票券金融管理法、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

管理條例、保險法、存款保險條例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等。

此外，除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十九日、民國九十年一月十四日及民國

九十一年二月六日先後多次修正證券交易法外，亦於民國九十一年六

月十二日同時修正證券交易法及期貨交易法，且最近更於民國九十一

年七月十七日公布制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法。  

其中，我國為因應金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國際趨勢，而於民國九十

年七月九日制定之金融控股公司法，除引進金融控股公司組織之跨業

經營模式外，並明文規定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得為

業務或交易行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

或營業場所，以共同行銷方式提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以

提 升 經 營 效 率 。 截 至 民 國 九 十 一 年 十 二 月 底 為 止 ， 我 國 共 有 華 南 金

融、富邦金控、國泰金控、中華開發金控、玉山金控、復華金控、交

銀金控、台新金控、新光金控、國票金控、建華金控、中信金控、第

一金控及日盛金控等十四家金融控股公司，業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

未來仍有力霸東森集團（中華銀行、友聯產物保險公司、力華票券）、

統一集團（萬通銀行、萬通票券、統一證券）、彰化銀行及台灣銀行

等，亦可能陸續組成金融控股公司。  

問題在於，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

股公司（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金融控股公司之合併（金融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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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共同行銷

（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均設有相關規範，其

與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關係為何，乃至於公平交易法如何適用於金控集

團之組織再造活動及共同行銷行為，不僅涉及法律適用上之疑義，亦

牽涉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調和問題。  

首先，就金融控股公司法有關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

及金融控股公司合併之相關規範而言，因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已

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

似有參照公平交易法之最新發展，予以檢討修正之必要。  

其次，金控集團於從事共同行銷時，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

條第二項之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經營業

務或商品時，應向客戶揭露該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

業務或商品有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必須盡其說明義務。另依金融

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

及其他子公司進行共同行銷時，其營業場所及人員應予區分，並明確

標示之。但該銀行子公司之人員符合從事其他子公司之業務或商品所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者，不在此限。」可知金控集團於從事共同行銷時，

原則上亦應明確標示及區分營業場所及人員。惟一旦金控集團得從事

共同行銷，因金融機構具有專業上、資訊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難

免發生濫用權力之情事，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前項業務或交易行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

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之方式，應由各相關同業公會共同訂定自

律規範，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前項自律規範，不得有限制競爭

或不公平競爭之情事。」期能透過由金融機構自行制定「金融控股公

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之方式，建立更精緻及具體之行為規範。問

題在於，鑑於金融控股公司法已明定金控集團得從事共同行銷，則公

平 交 易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六 款 或 第 二 十 四 條 所 禁 止 之 搭 售 行 為 （ tying 
arrangement）或促銷搭售（promoting tie），對於共同行銷行為究應

如何妥當適用，實宜參考美國、日本及歐洲聯盟之規範模式及執法實

務，進一步加以釐清。  

另有疑義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有關共同



 

 

行銷之規定，其適用對象雖僅限於金控集團，惟其他非屬金控集團之

金融機構是否亦得進行共同行銷，並非毫無疑義。有鑑於此，似應分

別從金融政策及競爭政策之角度，思考其規範方向，以免造成金融集

團與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間之不公平競爭。  

綜 上 所 言 ， 我 國 於 民 國 九 十 年 七 月 九 日所 制 定 之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除容許金控集團之跨業經營模式外，並明文規定金融控股公司與

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得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以共同行銷方式提供

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以提升經營效率，惟公平交易法對金

控集團之跨業整合及共同行銷，究應如何適用，始能適度調和金融政

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達成除弊興利之目標，則為本研究計畫所欲探

討之內容。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計畫將先整理美國、日本、歐洲聯盟對於金融股股公司採

採 行 之 立 法 規 範 ， 並 整 理 較 具 代 表 性 之 案 例 ， 以 供 必 較 法 研 究 之 參

考。其次，則分析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發展現況，乃至於金融商品共

同行銷或交叉行銷之實務狀況，以掌握金融市場之實情。最後，則以

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及執法現況為基礎，並透過比較法制之觀察，

研擬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草案，以供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之執法或政策參考。  

 

研究進度  工作項目  

第 一 個 月 至 第 二 個

月  
我國金融控股公司相關法制文獻、金融控股公司

發展現況及共同行銷實務之資料整理及分析  

第 三 個 月 至 第 四 個

月  
美、日、歐洲聯盟等國外相關資料之整理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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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月  期中報告之撰寫及提出  

第 六 個 月 至 第 七 個

月  
我國與美、日、歐洲聯盟等外國法制及實務之比

較分析  

第八個月  研議及討論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

草案  

第九個月  期末報告之撰寫及提出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於整理分析美國、日本、歐洲聯盟、德國及英國之金融體

制及競爭法制後，發現各國競爭法對於金控集團或金融機構之規範態

度，隨其經濟社會之發展及文化差異，雖存有某程度之不同，但金控

集團及金融機構必須遵守競爭法之理念則並無二致。 

另觀諸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發展及業務現況，實務上雖已普遍存

在共同行銷或整合行銷金融商品之現象，但金融商品之組合設計並非

即構成搭售行為。蓋從搭售行為之定義而言，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

構成要件，則必須至少存在二種可分之商品，且須明示或默示約定買

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商品或被搭售商品。至

於是否存在兩種可分之商品或服務，則必須考慮下列五項因素：（一）

同類產業之交易習慣。（二）該二商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有效用價值。

（三）該二商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四）出賣

人是否對該二商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五）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

賣該二商品或服務。例如金融機構為授信行為時，要求消費者購買該

金控集團所銷售之衍生性避險商品、強制汽機車責任險、火險、地震

險或其他金融商品，即構成搭售行為之要件。至於金融商品之組合設

計，並非皆屬於二項商品之結合，亦不乏僅為單一金融商品，而附加



 

 

其他金融工具者。例如指數型房貸及指數型信貸，因利率指數本身僅

為一參考指標，並非獨立之金融商品，因此僅為浮動利率房貸之一種

變型。此外，利用信託架構進行其他金融商品之投資，亦僅為一種信

託商品。又如結合二種以上金融商品之商品組合，如金融機構未明示

或默示投資人或消費者必須同時購買，而無法單獨購買其中一項金融

商品，自亦不構成搭售行為。 

此外，在金控集團之事業結合規範上，未來尚應注意金控集團之

第二波整合，是否將形成金融怪獸，而使金融市場發生過度集中之現

象。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鑑於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行為類型，不僅其違法判定標準具

有抽象性，且設有概括性條款及不確定法律概念，必須運用法解

釋學、經濟  buyt 分析及統計分析等方法，予以價值補充，以確

保其解釋之公正性及透明性。因此，如能針對金融控股公司研訂

「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將有助於金融控股公

司之遵法經營，使金融控股公司知所行止，同時作為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處理相關案件之參考。茲就「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

公司規範說明建議草案」之重要內容，簡要整理如下。 

第一，雖然金融控股公司並未直接經營金融業務，但其本身

及其子公司之事業結合，如構成公平交易法事業結合管制之門檻

時，亦有予以事前監督之必要。例如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案件、金

融控股公司間之事業結合案件及金融控股公司與他金融相關事業

之結合案件，如符合公平交易法所稱之結合行為者，均應先向本

會提出申報。 

第二，金融控股公司藉其對子公司之管理及控制，亦有可能

促使或迫使其子公司之交易相對人為錯誤之決定或進行非自願性

交易，而從事限制競爭行為或不公平競爭行為，除可能侵害以品

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外，亦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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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而危及相關金融市場之正常發展。至

於金融控股公司雖應遵守財政部所核定之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

司自律規範，但仍不得據以為排除適用公平交易法之理由。例如

同一金融控股公司之各子公司間雖得為共同行銷，而從事共同業

務推廣行為、共同使用客戶資料、共用營業設備、場所及人員或

提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但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仍

不得強制客戶與其他子公司簽訂契約，以購買其商品或服務作為

授信或提供服務之必要條件，而得為強迫性搭售行為，否則即有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或第二十四條之虞。因此，金融

控股公司於為金融商品之組合設計時，應特別注意是否可能導致

其子公司為金融商品之銷售時，構成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強制性搭

售。 

第三，金融控股公司亦可能為促銷其子公司所銷售或提供之

金融商品或服務，而獨自或與其子公司共同為廣告行為。例如為

整體金控集團而為促銷方案，並未告知消費者獲得贈品之限制條

件，或對於其所提出之優惠方案，並未言明其資格限制，將有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虞。 

第四，由於金融控股公司仍有因維持本身運作之需要，而與

交易相對人為交易之可能性，故如金融控股公司使用欺騙或隱瞞

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則可能構成欺罔

行為。又如金融控股公司挾其控制整體金控集團之優勢地位，而

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或

交易條款，則可能構成顯失公平行為。 

   （二）長期性建議 

就金融控股公司法有關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及

金控集團之事業結合規範而言，因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已改

採 事 前 申 報 異 議 制 ， 故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第 九 條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規

定，應參照公平交易法之最新發展，予以修正。



 

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我國近年來為推動金融改革，於民國八十九年制定之信託業法，可謂正式啟

動金融改革之響鐘；其後除分別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一日及同年十二月十三日

大幅修正銀行法及制定金融機構合併法外，更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制定或修正

「金融六法」，包括制定金融控股公司法、票券金融管理法及行政院金融重建基

金設置及管理條例，修正保險法、存款保險條例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等，更奠定金融改革之基礎。另為提高金融機構資產之流動性，並於民國九十一

年制定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此外，為謀求資本市場及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確

保投資人之權益，除陸續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十九日、九十年一月十四日、九十

一年二月六日及九十一年六月十二日先後多次修正證券交易法外，亦於民國九十

一年六月十二日修正期貨交易法，且於民國九十一年七月十七日尚公布制定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法。又於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二十二日再度修正保險法，

放寬保險業投資國外之限制。至於最近更於民國九十二年七月十日由立法三讀通

過之農業金融法、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及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對於我國農

業金融體系、金融監理體系及金融商品之創新，更有重大影響。 

其中，我國為因應金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國際趨勢，而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

制定之金融控股公司法，除引進金融控股公司組織之跨業經營模式外，並明文規

定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得為業務或交易行為、共同業務推廣行

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以共同行銷方式提供跨業之綜合

性金融商品或服務，以提升經營效率。截至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底為止，我國共

有華南金融、富邦金控、國泰金控、中華開發金控、玉山金控、復華金控、交銀

金控、台新金控、新光金控、國票金控、建華金控、中信金控、第一金控及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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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控等十四家金融控股公司，業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未來仍有力霸東森集團（中

華銀行、友聯產物保險公司、力華票券）、彰化銀行及台灣銀行等，亦可能陸續

組成金融控股公司。 

問題在於，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金融控股公司之合併（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十

九條）及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共同行銷（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

四十八條），均設有相關規範，其與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關係為何，乃至於公平交

易法如何適用於金控集團之組織再造活動及共同行銷行為，不僅涉及法律適用上

之疑義，亦牽涉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調和問題。 

首先，就金融控股公司法有關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及金融控股

公司合併之相關規範而言，因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已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

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似有參照公平交易法之最新發展，

予以檢討修正之必要。 

其次，金控集團於從事共同行銷時，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之

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經營業務或商品時，應向客戶

揭露該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業務或商品有無受存款保險之保

障。」必須盡其說明義務。另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金

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進行共同行銷時，其營業場所及人員應予

區分，並明確標示之。但該銀行子公司之人員符合從事其他子公司之業務或商品

所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者，不在此限。」可知金控集團於從事共同行銷時，原則上

亦應明確標示及區分營業場所及人員。惟一旦金控集團得從事共同行銷，因金融

機構具有專業上、資訊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難免發生濫用權力之情事，故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前項業務或交易行為、共同業

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之方式，應由各相關同業

公會共同訂定自律規範，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前項自律規範，不得有限制

 14



 

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事。」期能透過由金融機構自行制定「金融控股公司及其

子公司自律規範」之方式，建立更精緻及具體之行為規範。問題在於，鑑於金融

控股公司法已明定金控集團得從事共同行銷，則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或第

二十四條所禁止之搭售行為（tying arrangement）或促銷搭售（promoting tie），

對於共同行銷行為究應如何妥當適用，實宜參考美國、日本及歐洲聯盟之規範模

式及執法實務，進一步加以釐清。 

另有疑義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有關共同行銷之規

定，其適用對象雖僅限於金控集團，惟其他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是否亦得進

行共同行銷，並非毫無疑義。有鑑於此，似應分別從金融政策及競爭政策之角度，

思考其規範方向，以免造成金融集團與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間之不公平競

爭。 

綜上所言，我國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所制定之金融控股公司法，除容許金

控集團之跨業經營模式外，並明文規定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得

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以共同行銷方式提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以提

升經營效率，惟公平交易法對金控集團之跨業整合及共同行銷，究應如何適用，

始能適度調和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達成除弊興利之目標，則為本研究計

畫所欲探討之內容。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研究計畫將先整理美國、日本、歐洲聯盟對於金融股股公司採採行之立法

規範，並整理較具代表性之案例，以供比較法研究之參考。 

其次，則分析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發展及業務現況，乃至於金融商品共同行

銷、整合行銷或商品組合之實務狀況，以掌握金融市場之實情。 

最後，則以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及執法現況為基礎，並透過比較法制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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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研擬「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建議草案」，以供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之執法或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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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國法制對金融控股公司之規範重點及實務分析 

 
第一節  美國 

 

第一項  金融改革與跨業經營 

美國之銀行發展狀況，首先源自於獨立戰爭後，許多州開始特許設立商業銀

行，從事存放款之業務，聯邦則對於銀行並無任何規定。美國憲法則在一七八九

年授權聯邦政府發行貸幣與管理貨幣價值，而一七九一年美國國會特許聯邦設立

「第一銀行（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期限二十年，財政部具有五分之

一股權，可以對於濫發銀行券（bank notes）之銀行行使管理懲戒權，不過因為

該銀行為聯邦政府不干涉州銀行之例外，故一八一一年國會拒絕延長其特許年

限。之後，因第一銀行未能限制銀行券之發行，加上州特許銀行急速增加，以及

戰後發生通貨膨脹之問題，於是特許成立第二銀行（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除與第一銀行職權相類似外，並處理戰後債務之問題，後來亦基於政

治因素亦未被延長特許年限。一八三六年至一八六四年之間，民間與州政府改革

中，除一八二五年至一八五七年中之「波士頓沙福克制度（the Suffolk System of 

Boston），為一九一三年「聯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之部分

雛形外，尚有清算商號（clearing houses）與紐約州自由銀行法（Free Banking Act 

of 1838），最為重要。 

於一八六四年，美國將一八六三年之全國通貸法（National Currency Act of 

1863），修訂為「聯邦銀行法（Nation Bank Act of 1864）」，其具備之劃時代

意義為（一）聯邦政府全面地干預金融制度架構。（二）美國銀行採取所謂州政

府特許銀行與聯邦特許銀行之「雙軌制度（Dual Banking System）」1。（三）

                                                 
1  全國通貸法（National Currency Act of 1863）與其修正之聯邦銀行法（Nation Bank 

Act）之最初目的，是要解決聯邦政府融資需求，並維持金融制度之穩定與促進其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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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銀行經由財政部新設立之「通貨監理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Currency , 

OCC ）」特許後設立。（四）依據聯邦銀行法設立之「聯邦註冊銀行（National 

Bank）」發行統一面值之銀行券作為唯一之通貨。不過因為聯邦銀行制度架構

仍有許多瑕疵及缺乏中央銀行制度2，在一八七三年、一八八三年與一九０七年

發生許多金融恐慌與銀行倒閉之結果。由於一九０七年之金融恐慌，美國成立「全

國貨幣委員會（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並於一九一三年制訂「聯邦

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創設「聯邦準備制度（Federal Reserve 

System）」（美國中央銀行制度），全國分為十二個聯邦準備區（Federal Reserve 

Districts），每一區設立一個聯邦準備銀行，聯邦註冊銀行為當然之會員銀行，

州註冊銀行亦可在理事會通過下為會員銀行。 

雖然聯邦銀行法（Nation Bank Act）授權聯邦政府特許銀行成立，但並未達

到支配銀行的預期目標，州註冊之銀行仍不斷出現，並在一九二七年時，州註冊

銀行所佔所有銀行比率達到 61％，最重要的是，州註冊銀行並未被州限制設立

分行，而聯邦政府向來不准聯邦註冊銀行設立分行，即使在准許設立之州亦然。

此外，聯邦銀行法（Nation Bank Act of 1864）本身亦未規定可以准許聯邦註冊

銀行設立分行，使得聯邦註冊銀行無法與州註冊銀行抗衡外，連帶地影響聯邦準

備制度（Federal Reserve System），故於一九二七年，國會通過「麥克費登法

（Mcfadden Act of 1927）」，在該州准許設立分行之際，准許聯邦註冊銀行可於

                                                                                                                                            
並非要引進雙軌制之概念。參閱鄭素卿，美國金融制度的改革與發展，儲委會金融研究

叢書（024），財政部金融司=儲委會金融研究小組，民國七十九年三月，第 7 頁。  
2  該缺失為：（一）發行銀行券不具彈性：因為發行銀行券必須以政府公債為準備，

因此必須取決於政府公債之量，無法機動性滿足民眾需求。（二）缺乏全國性集中之票

據交換制度（central cheek-clearing facilities），使得票據交換必須透過聯邦銀行制度進

行，繁瑣並阻礙票據流通。（三）金字塔型之存款準備制度（pyramiding of reserves），

雖然規定所有聯邦註冊銀行統一之存款準備金，但因為係採取漸進式架構，亦製造金融

環境之不安定。（四）並未建立中央銀行制度，提供最後貸款之服務以穩定貨幣市場。

參閱鄭素卿，同註 1，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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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總行所在城市內設立分行；另明白禁止所有銀行跨州設立分行3。 

一九二九年之前，銀行業為擴大其證券業務，許多商業銀行從事承銷證券之

業務4，並透過流動資產或客戶之信託證券帳戶從事證券業務，因為商業銀行與

從事證券業之關係企業，往往提供必要之援助，主要是消化未能銷售之證券。而

美國金融制度在一九二九年因為經濟大恐慌之影響，原本僅是正常週期性的「經

濟衰退（recession）」，卻因商業銀行陷入「擠兌」之信心危機，演變成大量失

業與經濟蕭條之狀況5，造成美國銀行制度之全面崩潰。反映出美國銀行操縱證

券業市場之事實與揭露美國長期以來由綜合性銀行制度從事承銷買賣證券之危

                                                 
3  不過，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准許聯邦註冊銀行之設立分行權限

與州註冊銀行相同。  
4  美國於一九三三年制訂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以前，銀行為綜合性銀行模式，

可以從事承銷與買賣證券，聯邦政府無加以限制。參閱黃仁德＝曾令寧，金融控股公司

監理之研究，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國立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研究計畫，民國 91 年

11 月，第 141 頁。參閱ジェラルド･C・フィッシャー著，高木仁=佐々木仁=川越武彥=

柴田武男=高橋豐治=松尾順介譯，現代の銀行持株会社，東洋經濟新報社，1992 年，

第 3-5 頁。從歷史來看，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又稱私人銀行，private bank ）並不相同，

投資銀行不須得到特許，而大部分之投資銀行亦非公司組織，故不受公司法之拘束，通

常以「商號」之名義存在；在業務方面，投資銀行可以從事任何業務，並且可以在任何

地方擁有營業處所，因此，這些投資銀行常常將資金投入承銷、買賣、與分配證券賺取

利潤。早期美國商業銀行僅能從事存放款之業務，但是許多州開始准許州註冊銀行可以

從事投資銀行之業務，但仍不准許該銀行以自己帳戶持有股權。此時也有許多州開始成

立「信託公司」，並賦予除其可以為客戶買賣、承銷證券外，並可以從事存放款業務，

以 致 於 州 註 冊 商 業 銀 行 與 信 託 公 司 之 權 限 無 法 區 分 。 爾 後 在 一 八 六 四 年 聯 邦 銀 行 法

（Nation Bank Act of 1864）規定，授與聯邦註冊銀行擁有「執行業務所必須附帶之權限

（ incidental powers as shall be necessary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banking）」與一九二

七年「麥克費登法（Mcfadden Act of 1927）」，使聯邦註冊銀行擁有與州註冊銀行相同

之基礎，可以對原先投資之政府債券、市政債券、公司債券承銷與買賣，並且可以在州

特許之下，籌組證券附屬單位，並且可以在任何州建立分行營業所。參閱鄭素卿，美國

金融制度及其監督管理，儲委會金融研究叢書（023），財政部金融司=儲委會金融研究

小組，民國七十八年八月，第 331-332 頁。  
5  參閱許紋瑛，金融控股公司之法制建構，私立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碩士學位論文，

民國九十年一月，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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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現象6，是以美國進行金融改革，最著名之法案為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一九三四年「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4）」、一九三四年

「證券交易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一九三五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5）」與「聯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聯邦銀行法（Nation 

Bank Act）」修正案，其改革之內容為7（一）銀行存款受到利率上限之限制8。

（二）銀行與其他金融機構之資產組合受到限制。（三）建立存款保險制度9。

（四）建立聯邦政府管理監督機構10。（五）銀行設立之限制11。（六）集中聯

邦準備當局之權限12。 

早期所謂「綜合銀行」模式之銀行制度，亦即所謂之銀行控股公司並無被聯

邦政府所重視，但因為銀行控股公司會造成銀行資源集中性與非銀行業受銀行控

                                                 
6  參閱王文宇=余雪明，銀行跨業經營法制之研究，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專案研

究報告，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第 15 頁。  
7  參閱鄭素卿，同註 1，第 11-12 頁。  
8  一九三五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5）」將原先投保的會員擴及到非聯邦準備

制度會員銀行，並且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 , FDIC）發

佈規則 329（329 rule），規定投保的非會員銀行對定期和儲蓄存款客戶所能支付的最高

利率水平。  
9  銀行資金的運用，不得從事投機性之存放款與投資業務，並且以股票或是可轉換債

券作質押放款時，必須要符合聯邦準備當局保證金之規定（margin requirement）。為了

建立大眾對銀行之信心與消弭擠兌之現象，除了於一九三四年建立聯邦存款保險公司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 , FDIC）外，亦成立聯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 FSLIC）對儲蓄貸款協會存款提供聯邦保險。  
10 設立證券交易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SEC）、聯邦存款保險公

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 , FDIC）、聯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 FSLIC）、聯邦住宅貸款銀行理事會（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 , FHLBB）、聯邦信用組合局（Bureau of Federal Credit Union , BFCU）、通

貨監理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 OCC）等金融管理當局。  
11 銀行之設立，納入社區之需求程度、是否能取得適當的報酬來看，不再是自由銀行之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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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問題，故於一九五六年有「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之出現，以管理與監督銀行控股公司之活動，並且在一九七０年修正，

除縮小銀行控股公司取得非銀行股份之定義外，亦將「單一銀行控股公司」納入

由聯邦準備理事會管理監督。此外，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與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r Act of 1960）與其一九六六年修正案之關連，

除了必須考慮銀行因素、競爭因素的考量外，大眾需求與便利亦是考量的重點，

使得銀行合併制度受到嚴厲之管理與檢驗。 

自一九七０年代末期以來，美國之金融環境，受到通貨膨脹、電腦電子技術

進步之影響，政府當局於是展開所謂「金融自由化（Financial Deregulation）13」

運動，配合金融技術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推陳出新許多金融活動與金融

產品。而一九八０年以後，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之觀念浪襲全球，國際間之金融

市場愈趨結合，造成金融業務往全球化發展，使得銀行、證券、保險業務之區隔

與差異漸趨模糊，導致金融業跨業經營與金融集團（Financial Conglomerates）之

現象出現。雖然美國在一九六０年代已有銀行控股公司法，但是受到一九三三年

銀行法與一九六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影響，可以明確看出，美國銀行區分

為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限制商業銀行跨業經營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外，聯邦準

備理事會原則上仍不許銀行控股公司進行跨州經營，除非得到該州之明示允許。

為了提升美國之金融國際競爭力與因應金融業發展之趨勢，於一九九九年十一月

                                                                                                                                            
12 聯邦準備當局重組聯邦準備制度，從區域性的聯邦準備銀行之政策施行權轉移至新改

組之理事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 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 FRB），以集中貨幣政

策實行權限，建立集中式之中央銀行。  
13  所 謂 金 融 自 由 化 係 針 對 不 當 的 管 制 或 限 制 而 來 ， 其 意 義 是 在 解 除 不 當 之 管 制

（deregulation），並非是放任不管（ laissez -faire），除非有任何金融活動具有獨占、

寡占、不當競爭等致市場機制無法發揮，否則應當減少不當之干預，並建立公平合理之

金融秩序。而金融自由化的方式，可分為（一）利率自由化。（二）外匯自由化。（三）

放寬或解除限制業務範圍。（四）放寬設立限制。而各國因原先管制不同，故金融自由

化之範圍亦不相同，但因金融全球化與國際化之影響，彼此之不同點越趨模糊。參閱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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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金融服務現代化法（Financial Service Modemization Act of 1999）」廢除上

述法案禁止跨業經營與跨州經營之限制，並增訂「金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章節，並同時允許符合條件之銀行控股公司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

打破金融業行業限制之藩籬。 

第二項  金融控股公司法制之建立 

第一款  1933 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Glass-Stegal Act） 

基於一九二九年之經濟大恐慌，導致商業銀行因為擠兌風波而一一倒閉，連

帶使得銀行所參與經營的證券業遭受連帶影響，揭露了一向以綜合銀行經營為模

式的銀行承銷買賣證券業務之危險，以及銀行可以將不良放款以股份或債券形式

擺脫給大眾的缺失，並使民眾對於政治制度與金融制度的嚴重喪失信心。因此美

國政府全盤考量其銀行制度，遂進行綜合性的銀行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一九三三

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又稱為「格拉斯-史蒂格法案（Glass-Stegal 

Act）」，其主要之目的有三14： 

一、將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徹底予以區隔： 

蓋商業銀行之紛紛倒閉，除擠兌風波外，因為援助其經營之證券附屬單位之

關係，降低其原先之資本，形成財務緊張，進一步造成民眾對於商業銀行之信心

喪失。故將商業銀行之業務與投資銀行業務區分，使得商業銀行從事投資銀行業

務時受到嚴格限制，以重建人民對商業銀行之信心。 

二、避免資金從事投機性之用途： 

                                                                                                                                            
俊堅，金融自由化與金融秩序之維持，存款保險叢書（四），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民國

八十五年五月一版二刷，第 7-9 頁。  
14 參閱鄭素卿，同註 4，第 333 頁；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15-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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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商業銀行經營證券業務，則銀行推薦存戶購買證券之時，投資性資金流動

更為容易，更何況，客戶係利用「信用」購買股票，當股票價值低於融資信用價

值時，銀行被迫脫手其股票，會加速股票價格持續壓低，先前市場利用信用的累

積亦會增加金融不安定。故銀行資金的運用，除不得從事投機性之存放款與投資

業務外，並且在以股票或是可轉換債券作質押放款時，必須要符合聯邦準備當局

保證金之規定（Margin Requirement）。 

三、解除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結合所生之利益與自行買賣衝突： 

亦即限制銀行從事與證券相關之事業，避免因金融活動增加而造成的財務緊

張，但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仍可在一定條件下承銷買賣政府債券。 

故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之最主要目的，乃是在確保經

營安全與防範利益衝突15，其主要之內容在規範商業銀行與證券業分離、活期存

款不支付利息、銀行利息上限、與設立聯邦存款保險公司外，並重申「麥克費登

法（Mcfadden Act of 1927）」之規定，除非州政府允許，否則禁止州註冊銀行跨

州設立分行，以及確定雙軌制之功能16。該法對於證券與銀行分離之主要規定，

係第十六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共計四條，其中第十六條、第

二十條、第二十一條是從銀行之業務面來限制跨業經營，而第三十二條是從人事

                                                 
15 See Naguyen and Matt Wagtkins, Financial Service Reform, 37 Harv. J. on Legis. 579. 
16 有學者認為此乃第一部金融防火牆規定之法案，對於美國銀行業之發展具有深遠影

響。See R Daniel Pace, Limitation on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 An Analysis of Expanded 

Securities ; Insurance ; and Real Estate Activities ,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1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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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來限制人員之流通，以避免利益衝突。各條主要內容如下17： 

一、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十六條18： 

本條係規定美國聯邦註冊銀行不得從事證券業務，並依同法第五條19之規

定，擴及到聯邦準備會員之州註冊銀行。原則上銀行得接受客戶之計算與書面委

託從事有價證券之「經紀業務」（買賣），並得依通貨監理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 OCC）的規定，有條件地辦理證券自營業務（依自

己之計算買進或持有有價證券），但買進有價證券時，不得超過其資本公積之百

分之十。此外，銀行不能從事證券之「承銷業務」、不得從事公司債之自營及不

得承銷業務，但中央政府公債與地方政府所發行之一般公債不在此限。所以本條

之特點如下： 

（一）銀行原則上僅能從事證券經紀業務與有條件之自營業務。 

（二）銀行原則上不得從事證券承銷業務，但對於中央政府公債與地方政府所發 

之一般公債則可以從事經紀、承銷與自營業務。 

（三）本條之規範對象為聯邦註冊銀行、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即包括聯邦準

                                                 
17 參閱施敏雄，美國銀行與證券業務分離制度及防火牆基本理念，臺北市銀月刊，第二

十三卷第六期，民國八十年，第 2-3 頁；參閱吳孟珊，金融自由化下美國銀行控股公司

監理相關法規之研究，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一九九九年六月，第 17 頁；

參閱鄭素卿，同註 4，第 333-334 頁；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16 頁。  
18 12 U.S.C. §24 . 
19 12 U.S.C.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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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會員之州註冊銀行）。 

（四）本條僅限制對客戶之股權證券（Equity Securities）之交易，並非規範間接

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20。 

二、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二十條21： 

本條係禁止聯邦準備制度會員商業銀行與主要從事投資業務之公司結合。換

句話說，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聯邦註冊銀行與其之關係企業組織（例如銀行

控股公司、銀行控股公司之非銀行子公司、聯邦註冊銀行所設立之營運子公司

(Operation Subsidiaries)）不得成為以證券發行、募集、承銷及公開銷售（engaged 

principally in the issue , floating , underwriting , public sale , or distribution 

of …securities）為主要業務22（Primarily Engaged）之公司、協會或其類似組織

之關係企業。不過因為該規定仍有疏漏，導致非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不在其規

範範疇之內，即使是會員銀行，亦可設立「非以從事證券業務為主要業務」之公

司來規避上述規定從事經營證券業務23。 

                                                 
20 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11 頁。  
21 12 U.S.C. §377. 
22 所謂以證券業為主要業務之判斷標準，一九七八年四月，聯邦準備理事會（FRB）之

解釋，認為該證券業務之收益不超過該子公司之百分之五，後來放寬至百分之二十五，

即不違背此條之規定。參閱施敏雄，美國一九三三年銀行法銀行與證券分離規定適用對

象之研究，臺北市銀月刊，第二十四卷第六期，民國八十二年六月，第 42-55 頁。  
23 商業銀行為逃避不得經營證券業之限制，除了可以設立非以證券業務為主之分支機構

外，另可以設立「非銀行之銀行（Non-Bank Bank）」之方式，從事證券業務。所謂非

銀行之銀行指的是沒有同時經營活期存款及商業貸款之業務之銀行。或者可以成立不為

本法所禁止之證券業之子公司，例如承銷買賣政府公債，從事折扣經紀業務、買賣選擇

權（Option）、期貨業務外，也可利用法律漏洞，向州政府申請設立子公司而達兼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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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二十一條24： 

本條與第十六條相同，為揭示銀行業與證券業不得兼營之原則，規定禁止證

券公司、投資銀行或其他相類似之組織收受存款。亦即證券業不得兼營銀行業

務，亦不得執行收受存款之業務25。 

四、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三十二條26： 

本條係禁止人事的流通，銀行與以證券為主之公司之間，其董事、經理人或

職員不得互相兼任，以避免兩者內部人員重疊，進而產生經營階層結合

（Interlocking Management）或內部交易之弊端。 

  由此可知，該法之用意在避免商業銀行資金從事投機性之用途，並解除商業

銀行跨業經營證券業務所造成利益衝突或是利益輸送等弊病，問題在於，因應一

九七０年以來之金融活動自由化影響，金融市場之利率不斷上升，銀行資金成本

增加，但競爭條件卻日漸惡化，逼使商業銀行不得不調整經營型態，除可利用前

述之方式增加證券業務外，例如亦可透過銀行控股公司之架構，銀行本身不經營

證券業務，將所有包括特定證券業務（Eligible Securities）移至「非銀行子公司

（Non-Bank Subsidiaries）」，又稱為「第二十條子公司（Section 20 Subsidiaries）」，

                                                                                                                                            
券業務之目的。參閱曾國烈等十人，金融自由化所衍生之銀行監理問題探討：美日經驗

對我國之啟示，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初版，第 28 頁。參閱馬淵紀壽，

アメリカの銀行持株会社，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九七年，第 111-119 頁。  
24 12 U.S.C. §378 (a) (1). 
25 Supra note 16,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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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事證券業務27。此外，關於是否為銀行業務之認定，亦不時遊走於該法語意

不清之模糊地帶，因為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FRB）與通貨監理局（OCC）在既

有法律規定下，採取所謂開放銀行營業項目之立場，卻引起證券商強烈之質疑

28。直至一九七一年最高法院對於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ET AL. 

V. CAMP ,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ET AL.29乙案中，建立所謂

「文意解釋原則（Plain Language）」與「實質危險分析原則（Subtle Hazards）」

來作為解釋該法之順序，亦即先以文意解釋原則認定銀行業務是否在禁止規範

內，後輔以危險分析原則，認定該業務是否在法律規範內。法院立場不傾向使該

銀行業務無效，但不認同主管當局任意將符合條文禁止之業務，利用行政管理而

合法化30。 

另一方面，美國之證券業者也開始反滲透進入商業銀行之領域，例如利用美

                                                                                                                                            
26 12 U.S.C. §78. 
27 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二十條規定禁止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

與「主要從事證券業務」之公司成為關係企業（聯屬企業，Affiliate），但因「主要從

事證券業務」之解釋不明，因此許多商業銀行透過銀行控股公司之非銀行公司申請證券

承銷，將所有包括特定證券業務（Eligible Securities）移至該子公司，並表明該證券業

務非子公司之主要業務，以迂迴之方式跨業經營證券業。一九七八年四月，聯邦準備理

事會（FRB）首次核准銀行業者透過銀行控股公司之架構之子公司，以證券業務之收入

不得超過該公司之總收入之百分之五為條件，經營受限制之證券業務，該子公司即稱為

「第二十條子公司（Section 20 Subsidiaries）」，後來逐步放寬至百分之二十五。參閱

施敏雄，同註 22，第 42-45 頁。  
28 參閱連秀芬，商業銀行經營證券業務規範之研究，國立中興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八十八年一月，第 58 頁。  
29 401 U.S. 617; 91 S. Ct. 1091; 28 L. Ed. 2d 367; 1971 U.S. 
30 Charles M.Horn , The Legal Barrier Between U.S.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ing：

Its Origins,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s , Current Legal Issue Affecting Central Banks – 

Volume 1 , at 294-297（May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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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證券業者也開始反滲透進入商業銀行之領域，例如利用現金管理帳戶 31

（Cash Management Account , CMA）與貨幣市場共同基金32（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 MMF）對美國之商業銀行產生極大之威脅性。並且許多證券公司

更利用法律用語不清所產生出之法律漏洞收購銀行，而只從事存放款或僅作貸款

業務來滲入銀行之業務中。故在雙方都改變其營運模式並積極滲入對方之營業活

動時，銀行法面臨最大之挑戰。 

第二款  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Amendment of 

1966；Amendment of 1970）之修正經過 

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雖然明文禁止銀行與證券業相互

跨業經營，但是聯邦銀行與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仍然可以透過銀行控股公司之

模式加以跨業經營，使得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之實質禁止

效果不明顯；另一方面，雖然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對於控

                                                 
31 現金管理帳戶（Cash Management Account , CMA）係係美國大證券商美林公司（Merill 

Lynch）於 1970 年代初期所創造貨幣市場基金（Money market funds）的一種方式，為

一種新型投資信託（Investment trust），該公司與俄亥俄州的哥倫比亞第一銀行（Bank One 

of Columbus）互相合作，專門吸收小額資金以投資於國庫券（Treasury bill）、商業本

票（Commercial papers）及可轉讓定存單（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s, NCD）等貨

幣市場工具，可使投資人獲得接近貨幣市場的利率。  開戶時存款為兩萬美元以上之現

金或有價證券。該項帳戶，存入現金者，除支付利息外，尚可用以兌付支票，清償信用

卡購貸款，並可據以向美林公司融資。事實上，兼具活期存款、儲蓄存款、自動清償票

款及對存款者融資等業務。存入有價證券者，可利用所提供的投資諮詢服務，予以買賣，

或作為借款的擔保一種集合多樣金融服務的金融商品，亦可說是證券信用交易帳戶、貨

幣市場相互基金（MMMF）及信用卡之綜合體。將消費者的現金存放、投資、消費支付

等資金往來，全部藉由單一帳戶管理。在這當中，MMA與CMA、外商銀行的綜合理財

專戶最大的不同點就在於MMA加入了股票交易及自動化功能，它的重點在股票投資，

這也是為何MMA名為「投資管理帳戶」的原因。  
32 貨幣市場共同基金（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 MMF）提供類似交易帳戶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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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公司有明文加以規範33，卻未限制銀行控股公司之設立與地理擴充，造成在一

九三０年至一九四０年代之間，銀行控股公司之發展速度約與整個銀行之發展速

度相同。直至一九五０年代因為一些大型控股公司之活動，造成了銀行資源集中

性，並使得非銀行業務被銀行業務所控制之情形引起政府之關切。美國國會為了

繼續貫徹「禁止跨州經營」之原則與「禁止銀行控股公司從事非銀行業務之活

動」，於一九五六年制訂「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明訂銀行控股公司之定義，並對於其成立與擴張採取限制外，並要求

放棄非銀行之利益，成為美國規範銀行控股公司之基本法令規範。 

一九六０年代，為規避對聯邦註冊銀行訴訟、或通貨監理局限制銀行控股公

司經營非銀行業務，並為了比聯邦註冊銀行與州註冊銀行更能迅速擴張，單一銀

行控股公司（one-bank holding company , OBHC）34於是應醞而生，係針對一九

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對控股公司之定義為「控制或擁有兩家或兩家以上之銀行

之公司35」之漏洞（Loophole）而採取之手段，而大部分之美國銀行控股公司都

是屬於單一銀行控股公司。故銀行控股公司法於一九六六年針對銀行合併之問題

加以修正，於一九七０年，為了「預防銀行控股公司之迅速擴張削弱銀行競爭」

與「賦予聯邦理事會有唯一的管轄權，並且能決定准許銀行控股公司從事與銀行

業務相關之非銀行活動範圍」之目的，修正銀行控股公司法，但是一九三三年銀

                                                 
33 擁有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之銀行控股公司，必須向聯邦準備理事會登記，才可以在

關係企業銀行（Affiliated Banks）中議決其股票價值。  
34 單一銀行控股公司（One-Bank Holding Company , OBHC）係指在依銀行控股公司下，

僅有一家銀行子公司，並且該銀行子公司為銀行控股公司之主力銀行，這些單一銀行控

股公司通常亦擁有或經營一家或一加以上非銀行業務公司。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129 頁。See Daniel E. Nolle: “Banking Industry Consolidation : Past Changes and 

Implications ”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 Economic & Policy Analysis Working Paper 

95-1 , at 59.（April 1995）  
35 17 U.S.C. §1841 (a) (1). 參閱ジェラルド･C・フィッシャー著，高木仁=佐々木仁=川

越武彥=柴田武男=高橋豐治=松尾順介譯，同註 4，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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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以來之「禁止跨業經營」之原則，依然繼續貫徹。

以下是各階段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之重要內容： 

一、一九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一）銀行控股公司之意義 

所謂銀行控股公司，係指控制或擁有兩家或兩家以上銀行之公司。而所謂之

控制與擁有的標準，係指 1.控制銀行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投票

權；2.一公司對一銀行之董事或受託人具有選擇權；3.公司運用其控制力足以對

銀行之管理或政策產生影響者。而銀行控股公司必須向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

（FRB）提出登記聲明，揭示銀行控股公司與被控股公司間之財務狀況、營運狀

況與管理報告，並於每年度向聯邦準備理事會報告營業狀況，而聯邦準備理事會

對於該銀行控股公司與其被控股公司得行使檢查權，以瞭解其營運情形36。 

（二）銀行控股公司之監理機關 

依一九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之規

定，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 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 

FRB）為銀行控股公司之唯一監理機關37。換言之，關於銀行控股公司之設立、

                                                 
36 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21 頁。  
37 17 U.S.C. §184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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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擴張均需得到該理事會之核准，並依下列之因素加以考量38：1.銀行控股

公司與其相關銀行之歷年發展與財務狀況；2.銀行控股公司之管理；3.社區之便

利與需求；4.該併購是否會影響銀行業務之充足、便利、健全、公益及競爭。 

（三）銀行控股公司之業務規範 

依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之規定，僅是銀行業與證券業

跨業經營之限制，對於保險、信託等業務並未有詳盡之規定，而在一九五六年銀

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中，也只規定禁止銀行控股

公司或其非銀行子公司從事非銀行業務，僅能從事「與銀行業務密切相關（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or controlling banks as to be a proper incident thereto）

39」之附隨業務。基於上述解釋，對於信託業務，根據銀行控股公司法與聯邦準

備理事會之解釋，銀行控股公司之非銀行子公司、銀行之子公司與銀行本身，均

可以經營信託業務40。 

不過，保險業務卻自一九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制訂以來，除了某些州註冊

銀行之特例外，銀行及控股公司僅能在信用保險（Credit Life Insurance）」與責

任保險（Disability Insurance）之保險範圍內，與保險公司結合，而保險公司除了

基於投資目的可被允許持有銀行股份外，不可以控制銀行。 

在財產保險方面，銀行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得依一九八二年五月十日之「聖

                                                 
38 17 U.S.C. §1842 (c). 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13 頁；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21-22

頁。  
39 See 12 U.S.C. §1843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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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曼法（Garn-St Germain Act of 1982）」之規定，涉入下列部分保險41：1.小額

貸款之信用所涉及之保險部分，可以擔任經紀人或代理人42；2.在人口低於五千

人之城鎮中擔任保險經紀；3.一九八二年五月一日，本法制訂時已存在銷售之保

險品得繼續銷售之；4.以保險承保人之名義，擔任控股公司資產為標的之產險代

理人之監督者；5.一九七一年一月一日前之經聯邦準備理事會同意之保險代理活

動可以繼續為之；6.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資產總額低於或等於五千萬美元

者，可以從事任何保險活動。 

在人身保險方面，銀行本身不得承保（underwrite）人身保險之產品，直至

一九八四年終略放寬限制，規定銀行控股公司得透過旗下之「非銀行」或「非銀

行子公司」承做與銀行貸款有關之「信用保險（Credit Life Insurance）」、「產

權保險（Title Insurance）」與些許年金保險；銀行控股公司所在地人口在五千人

以下，則另可以從事保險代理業務；若總資產在五千萬美元以下，則可以進行所

有保險業務，例如人壽保險、養老金販賣等等43。此外，亦可出售客戶名單予其

他保險公司44。 

（四）州際銀行業之禁止 

依一九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第三條

                                                                                                                                            
40 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18 頁。  
41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145-148 頁。  
42 目前美國銀行透過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之規則K（Regulation K），可以透過其國外

分行成為保險經紀或代理，並可透過國外子公司從事保險業務。請參閱Regulation K（12 

CFR at 211）。  
43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30-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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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d項之規定45，聯邦準備理事會原則上不得核准銀行控股公司收購所在州之外

地區具有表決權之銀行股份、權益、資產或實質上所有資產之申請，除非州銀行

之股份或資產是由外州銀行控股公司取得，是特別受到該銀行所在州之「實際言

詞授權」，而非僅是暗示授權46。故原則上禁止銀行控股公司之州際擴充業務。 

 不過，面臨金融自由化之影響，銀行為求生存，遂利用下列方式規避禁止

跨州經營之限制 47：1.法律為規定限制對外州人放款，故成立放款拓展辦事處

（Loan Production Office），實際上從事放款業務。2.根據一九一二年「艾奇法

（Edge Act of 1919）」之規定，聯邦註冊銀行在最低資本額要求下，即可設立艾

奇法公司之子公司，經營國際金融業務。故銀行紛紛設立該公司進行跨州經營，

但僅能經營有關國際金融之批發業務。3. 因為銀行控股公司法第三條第d項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 Section (3) (d)，Douglas Amendment）

僅對於「表決權」股份做限制，並且所收購之股份在百分之五以下亦不受該法之

限制。因此銀行便大量收購不具表決權之股份或在百分之五之門檻下取得表決權

股份，以從事跨州經營48。4.設立非銀行之銀行（銀行控股公司之非銀行子公司

從事非銀行之銀行業務，而銀行控股公司法對銀行定義為收受活期存款與從事工

商貸款，故該子公司僅須放棄其中一樣，即免受銀行控股公司法之規範）從事與

銀行業務相接近之業務，例如分期付款、信託、投資詢問等等。不過該非銀行之

銀行被一九八七年之「公平競爭銀行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 of 

                                                                                                                                            
44 Anthony Saunders and Ingo Walter , 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What could 

we gain? What could we los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at 85-86（1994） . 
45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 Section (3) (d)，又稱為「道格拉斯修正案

（Douglas Amendment）」。禁止複數銀行控股公司對於所在州以外地區之銀行進行併

購，除非得到該州之允許，旨在補充「麥克費登法（Mcfadden Act of 1927）」之規範不

足。  
46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 Section (3) (d). 
47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3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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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禁止，對於已設立者，雖承認其存在，但嚴格限制其資產成長率在百分

之七以下。5.利用CD（Commercial Domicile，商業營業所）、ATM（自動付款

機）達到實質跨州營運之效果。 

二、一九六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s 

of 1966） 

一九六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s 

of 1966）主要是針對一九六六年之「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 Act of 1966）」做

相同之調整。亦即使得銀行控股公司法中相互銀行合併或收購銀行之標準，與同

年銀行合併法所規定之內容相同。 

一九六０以前，美國對於銀行之合併，主要是確認所產生機構之資本，至少

要等於合併前兩個機構資本和，並所涉及到之「反托拉斯法」（「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與「克萊登法（Clayton Act of 1914）」），因為沒有

對於銀行合併類型作規範，且在一九六０年之前，係因銀行太多並非太少，故偶

爾才會引起是否違反「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等爭論，但不

被銀行業所重視。不過在一九五０年代後，因為某些大規模銀行之合併，以及合

併銀行之數目增加，對於銀行合併是否不需經過反托拉斯法規定之檢驗，開始加

以討論，於一九六０年「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 Act of 1960）」時達到顛峰。

司法機關之態度是認為由法院來檢驗，並於當時嘗試說服國會對於一九一四年

「克萊登法（Clayton Act of 1914）」進行修法49，將銀行合併包括在該法之規定

                                                                                                                                            
48 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15 頁。  
49 一九五０年「賽勒-凱佛爾法（Celler-Kefauver Act of 1950）」對克萊登法（Clayton Act 

of 1914）第七條做了下列修正：「從事於商業或任何影響商業之活動者，不得以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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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銀行管理單位之態度是，因為銀行合併不單單僅是競爭法之因素考量，

必須連同銀行之因素與大眾之便利性等因素加以考量。此項爭論直到一九六六年

「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 Act of 1966）」出現後，劃下休止符，該法對於銀行

管理單位與司法單位對於銀行合併之權限加以劃分，並依據反托拉斯法之規定加

以行使。 

根據一九六六年「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 Act of 1966）」之規定，銀行欲

合併時，銀行主管機關必須判斷其是否可能減少大幅競爭狀態，如果是，除非「該

交易滿足社區便利性與提供需求可能效果方面之大眾利益明顯超過反競爭之利

益」之情形，則例外加以准許。銀行主管機關核准其合併時，司法單位認為有必

要須以反托拉斯法檢驗時，必須在該主管機關核准三十日內採取措施，而法院在

審理案件時，亦須採取與銀行主管機關相同之標準，亦即必須將非競爭之「大眾

所獲之利益」因素加以考量。基此，一九六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s of 1966）對於銀行控股公司之合併加以修正，

並採取與一九六六年「銀行合併法（Bank Merge Act of 1966）」之相同標準，除

非反競爭因素已被大眾利益因素所沖銷，否則銀行控股公司申請併購另一家銀行

或是與另一家銀行控股公司合併時，根據反競爭因素之考量，此時應該否准其申

請。而司法機關可以有三十天之時間決定是否要對銀行控股公司之併購加以檢

驗。此外，與銀行合併不同的是，對於銀行控股公司之併購，聯邦準備理事會

（FRB）為唯一有權核准之管理機關。換言之，不管被銀行控股公司取得的是聯

邦註冊銀行、州註冊銀行或是非聯邦準備制度會員銀行，併購核准之權限均在聯

                                                                                                                                            
間接之方法取得全部或部分股票或其他股份，而任何受到聯邦交易委員會管轄之個人，

不得取得另一從事商業或任何影響商業之活動者之全部或部分財產，而使得任一商業行

業或任何影響商業之活動在本國任何區域，因此項取得效果而大幅降低競爭，或傾向獨

占之效果。」不過，一般皆認為此項修正案並不包括銀行之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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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準備理事會（FRB）50。 

三、一九七０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s 

of 1970） 

一九七０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s 

of 1970）之修正目的：（一）避免因銀行控股公司之快速擴張，而削弱銀行之競

爭。（二）將單一銀行控股公司（One-Bank Holding Company , OBHC）納入銀

行控股公司法之規範對象，以彌補因一九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僅規定「複數銀行控股公司（Multi-Bank Holding Company , 

MBHC）」而造成銀行利用單一控股公司脫離銀行控股公司規範之漏洞。（三）

賦予聯邦準備理事會專屬之管轄權，來決定、解釋、擴充銀行控股公司關於「從

事與銀行業務相關連之非銀行業務」之範圍51，解決了銀行控股公司經營業務範

圍之爭論，而聯邦準備理事會似乎朝向使銀行透過銀行控股公司來擴充銀行從事

業務之範圍，並且依授權發佈規則Y （Regulation Y , 12 CFR at 225）藉以明示

銀行控股公司得以從事之活動。（四）搭售條款（Tying Provision）之制訂：於

一九七０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 of 

                                                 
50 參閱鄭素卿，同註 4，第 309-311 頁。  
51 基本上，銀行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非銀行業務時，若符合「與銀行業務相關（so closely 

related to banking）」與符合「公共利益（public benefits）」之要件，聯邦準備理事會

會核准之，雖然仍維持自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以來銀行業與投資

銀行業分離（銀行跨業經營）之觀念，但是透過聯邦準備理事會之被授權決定非銀行活

動業範圍，已逐漸打破此障礙。參閱鄭素卿，同註 4，第 313 頁；See Edward Gardener and 

Philip Molyneux , Investment Ba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rd edition ) , Euromoney 

Books , at 54-55（1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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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第一０六條52規定，銀行不可以將授信或其他銀行服務與銀行控股公司旗

下非銀行子公司之服務相結合，亦即銀行控股公司下之一子公司與其他子公司禁

止以搭售情況結合服務，稱「反搭售條款（Anti-Tying）」。 

第三款  1999 年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美國之證券業因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以來，遵循「商

業銀行與投資銀行分離」之原則，銀行不能跨業經營證券業務，而證券業亦不得

經營銀行業務；保險業自一九五六年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開始，即不許銀行業跨業經營保險業務，雖於一九八二年「聖喬曼法

（Garn-St Germain Act of 1982）」與一九八四年放寬規定，然僅是例外之規定，

禁止跨業經營保險業之原則不變。隨著金融市場之快速發展與金融商品之不斷創

新，金融商品與金融機構隨著不同金融業務操作，其互相重疊的情形越來越多，

區分亦見困難，在直接金融逐漸取代間接金融之時，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之界線

越漸模糊，而受「禁止跨業經營」原則之累，美國銀行在傳統存放款業務遭遇劣

勢，又無法透過跨業經營以分散產品風險，面對歐洲聯盟以「綜合銀行」之金融

集團之多元化與大型化之金融壓力，國際競爭上便處於劣勢53。有鑑於此，廢除

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銀行與證券業分離原則之共識下54，

                                                 
52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 of 1970 , Section 106（12 U.S.C. 1843 (h)）；

Federal Reserve Act （12 U.S.C. 375 b） . 
53 美國銀行業雖然運用法律規範之灰色地帶，或是利用金融創新，或是透過美國聯邦準

備理事會（FRB）頒佈之行政命令（例如規則Y）與法院判決來削弱一九三三年銀行法

（Banking Act of 1933）與銀行控股公司法之限制。不過，上述之放寬方式只是局部的，

全面修法開放業務兼營是有必要性的。參閱陳斐紋，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之內容

及其影響，中央銀行季刊，第二十二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九年三月，第 25 頁。  
54 例如於一九九五年提出之「金融服務競爭法（Financial Service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95 , FISCA）」，主張以金融服務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Service Company , FH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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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多年來的改革，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財政部、證管會與州保險主管機關皆

提出改革意見55，最後經由財政部、聯邦準備理事會與國會協商之結果，於一九

九九年，美國眾議院提出「金融服務法草案（Financial Service Act of 1999，S900），

與參議院所提出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草案（Financial Service Modemization Act 

                                                                                                                                            
之模式允許商業銀行經營證券業務，並對於防止該利益衝突之防火牆加以檢討。一九九

八年參議院提出「普洛斯麥法（Proxmire Act of 1998）」主張刪除一九三三年銀行法

（Banking Act of 1933）之第二十條與第三十二條，但最後因未完成立法程序而無效。

還有「存款機構關係企業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 Affiliation Act , DIAA）」主張控股

公司不受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二十與第三十條之限制等等，參

閱謝易宏，簡介美國「一九九五年金融服務業競爭法案」，證券管理，第十三卷第五期，

民國八十四年五月，第 23-26 頁；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16 頁；See Richard Dale , 

International Banking Deregulation – The Great Experience ： The U.S. Glass-Steagall Act , 

Blackwell Publisher , at 71-73（1992）  . 
55 在銀行跨業經營之方式上，財政部認為以任何方式跨業經營並不重要，重點放在金融

體系之整體安全維護、保護措施（Safeguard）之設立與執行及資本健全之防火牆功能發

揮，故除了以控股公司之模式外，亦可以准許銀行以設立子公司之方式跨業經營非銀行

業務。但聯邦準備理事會（FRB）認為，雖然子公司之經營狀況不會直接影響母公司之

營運，但仍然會反映在母公司財務報表上，亦會引起監理機關監理之壓力；其次，存保

制度之安全網（Safety Net）可能會因用納稅人支錢來補貼問題金融機構之情形而無法

發揮功效；最後，理事會卻採取相反之看法，認為若採取子公司之模式，會引起所謂「微

妙之危險（Subtle Ha若允許子公司得經營非銀行業務，會使得原先流向銀行之利益流向

該子公司，並造成法規架構之不適當性，故聯邦準備理事會主張僅能利用控股公司之方

式從事非銀行業務活動，以有效防止「系統性風險（System Risk ）」之發生。不過，

最後參眾兩院採取折衷之看法，認為可以利用防火牆之建立，使得子公司涉及母公司風

險 方 面 與 銀 行 之 關 係 企 業 相 等 ， 故 允 許 有 限 度 之 核 准 聯 邦 註 冊 銀 行 以 設 立 子 公 司

（Operating Subsidiary）之方式，從事非銀行業務活動。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16-17

頁；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ET AL. V. Camp ,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ET AL , 同註 38；Financial Service Act of 1999 , Section 122；Financial 

Service Modemization Act of 1999 , Section 122 ； See John C. Dugan , Upon on 

Modernization Legislation , 77 Wash U.L.Q. 521 , 1999.至於證管會（SEC）主張給予證券

公司相等之機會，讓證券公司成立「無須加入存款保險之銀行（Uninsured Bank），稱

為批發性金融機構（Wholesale Financial Institution , WFIs）」，經營銀行業務，不過未

被參議院版本所接受，未列入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之中。而聯邦並未有保險

主管機關，故州保險主管機關則主張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不可以排除州保險

法之規定。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30-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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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999，H.R.10），在一九九九年十一月五日將兩版草案之歧異點經由協商，經

參眾兩院審查通過後，正式定案為「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56」，廢止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第二十條與第

三十條，允許銀行得藉由關係企業之方式跨業經營57，也解除銀行與證券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理人之兼任限制58。但仍保留第十六條與第二十一條，亦即證

券商仍不許收受存放款，銀行本身不得經營證券承銷與自營之業務。另修正銀行

控股公司法（Banking Holding Company of 1970）第四條第C項增訂第八款（Section 

4 (C) (8)），允許在銀行控股公司之架構下，成立金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 FHC）經營證券之承銷與代理、保險業務、商人銀行業務（Merchant 

Banking）、保險公司投資組合業務、與金融有關之附屬業務59。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之出現，代表美國金

融體系已將銀行、證券、保險、與其他相關之金融業包含在內，並放寬金融業務

之經營限制，其內容之特點為60： 

一、立法原則方面： 

                                                 
56 Gramm為參議院銀行委員會主席，Leach為一九九五年「金融服務競爭法（Financial 

Service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95 , FISCA）」之提案人，Bliley為保險部分之提案人，

承 襲 美 國 立 法 例 以 該 法 案 之 參 眾 兩 院 提 案 者 之 姓 氏 為 法 案 名 稱 ， 故 稱 為

「Gramm-Leach-Blilry Act」。  
57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1 (a) ，12 U.S.C. §377 (a). 
58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1 (b) ，12 U.S.C. §78 (b). 
59 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31 頁。  
60 參閱張馥羽，金融控股公司法制問題之研究，國立臺北大學法學系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一年六月，第 15-17 頁；參閱陳斐紋，同註 53，第 26 頁；參閱王文宇=余雪明，同註

6，第 28-41 頁；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17-20 頁。See Gramm-Leach-Bliley Act , 

http://law.freeadvice .com 

/resources/articles/gramm_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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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立 法 改 革 之 必 要 性：因 控 股 公 司 擁 有 銀 行，銀 行 又 有 存 款 保 險

之 保 障，並 涉 及 貼 現 窗 口 及 之 支 付 系 統 之 使 用，因 此 有 必 要 加

以 立 法 改 革 。  

（二）對於一九三三年銀行法關於（Banking Act of 1933）第二十條與第三十二

條關於銀行業與證券業分離之規定加以廢除；修正銀行控股公司法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of 1970）第四條關於限制銀行控股公司經營

非銀行業務之規定、廢除不得經營保險業務之條款，並准許在一定條件下

銀行控股公司得轉換成為金融控股公司。 

（三）強化金融服務業之競爭力，扶植金融創新與效率；確保美國金融服務業在

國際上之競爭力。 

二、組織再造方面：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係以金融控股公司為

架構，金融控股公司之型態可分為三種：一為金融業者創新型態成立金融控股公

司，於該金融控股公司架構下，銀行、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與其他金融業務公司之

間，彼此為關係企業之型態。另一種方式則為銀行控股公司申請轉型為金融控股

公司，以擴大其業務經營範圍，未轉換之銀行控股公司仍受原先銀行控股公司法

之規範。最後一種模式，則為聯邦註冊銀行透過成立或投資子公司之模式從事跨

業經營。 

（一）金融控股公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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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註冊銀行在符合資本健全與管理健全之要求下，或是其轉投資子公司之

資產超過母銀行總資產之百分之四十五或五百億美元者（以孰低者為準），則必

須以金融控股公司之型態營運。在此模式之下，金融控股公司下擁有銀行、證券、

保險及其他金融相關業務之子公司，而彼此子公司間為關係企業之性質。 

（二）聯邦註冊銀行轉投資子公司模式： 

聯邦註冊銀行在符合資本健全與管理健全之要求下，或是其轉投資子公司之

資產未超過母銀行總資產之百分之四十五或五百億美元者（以孰低者為準），得

向美國「通貨監理局（OCC）」申請以持有控制金融子公司（Financial Subsidiaries）

之模式跨業經營，但不得經營「年金保險承銷、商人銀行業務、保險公司投資組

合業務、不動產開發及不動產投資等」之業務。在此種模式下，聯邦註冊銀行下

轄持有或控制證券、保險與銀行子公司，各子公司之間為關係企業。 

（三）控股公司與銀行子公司混和模式： 

聯邦註冊銀行在符合資本健全與管理健全之要求下，或是其轉投資子公司之

資產未超過母銀行總資產之百分之四十五或五百億美元者（以孰低者為準），且

該銀行子公司不得經營「年金保險承銷、商人銀行業務、保險公司投資組合業務、

不動產開發及不動產投資等」之業務，而屬於五十大要保銀行，其債券評等為前

三級之投資等級，或是雖於五十大要保銀行以後而債券評等為前三級之投資等

級，或是符合主管機關評等者，可以以控股公司之形式，下轄銀行子公司與其他

關係企業，再由該銀行子公司之子公司（Subsidiaries）從事跨業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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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規範方面： 

（一）銀行、保險、證券業務之界線模糊化： 

因金融市場逐漸因各種金融商品推陳出新，例如衍生性金融商品，已難以界定其

係屬於銀行、證券或是保險之單一商品，故逐漸使得銀行、保險、證券業務界

線模糊之結果。 

（二）金融業務之範圍： 

金融控股公司與其銀行之金融子公司（Financial Subsidiaries）或其關係企

業，得依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之第一０三條第a

項第四款規定，從事下列「金融業務」 61 ：1.本質上之金融業務（financial in 

nature）；2.與該金融相關之附屬業務（incidental to such financial activity）；3.

輔助性或補充性之金融業務（complementary to a financial activity），並明文規定

九項業務：1.放款、匯兌、資金移轉、為他人投資、貨幣與有價證券之保管；2.

保險、損失險（indemnifying against loss）、傷殘失能險、死亡保險、年金保險，

得作為保險人、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理人；3.投資顧問；4.發行、銷售銀行之權

益工具 5.承銷、自營有價證券業務，並可創造市場（making market）；6.保險公

司投資組合之保險業務；7.商人銀行業務；8.聯邦理事會於本法通過前已核准從

事之業務；9.已獲聯邦準備理事會允許之銀行控股公司海外經營之業務。除此之

外，經由概括授權之方式，聯邦準備理事會得以頒佈行政命令之方式核准金融業

                                                 
61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3 (a) (4)，12 U.S.C. §1843 (K)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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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範圍62。 

（三）儲貸機構之繼續存在： 

因儲貸機構與銀行相似，有認為應該加以廢除，但本質上儲貸機構與銀行不

同，且屬與「儲貸監理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管理，只是不得設立

多角化經營之新型儲貸機構，非多角化之儲貸機構仍繼續存在。 

四、金融監理方面： 

（一）新型態監理模式： 

結合綜合監理（傘狀監理，umbrella regulation）與功能性監理（function 

regulation）之優點，促使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FRB）為金融控股公司之監理主

管機關，對於與控股公司相關連之各種業務均由 FRB 為綜合監理之角色。而控

股公司下之從事非銀行業務之關係企業或子公司，仍然由該業務主管機關監理

（功能性監理，及相同業務應由相同主管機關監理），亦即證券主管機關為證管

會（SEC），保險主管機關為各州之保險主管當局。 

（二）簡化控股公司之監理機制（FRB-Lite 條款）： 

                                                 
62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2 (a) (k) (2) (3)，12 U.S.C. §1843 (K)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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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FRB）為在行使其綜合監理之職權時，除了要高度尊

重功能性監理主管機關之前提下始能進行，僅能在下列特殊情況下，才能對於控

股公司下轄之子公司進行檢查、規範或命其交報告：1.有相當之理由確信該控股

公司之子公司業務對於存款之關係企業子公司產生重大風險；2.有相當之理由確

信審閱其報告後所進行之檢查，是基於風險管制之必要情形；3.審閱其報告後，

有相當之確信相信該子公司未遵守銀行控股公司法與其他相關法令規範。 

五、資訊流通之限制： 

原則上，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禁止金融機

構對於其關係企業以外之第三方提供未經客戶公開之個人資訊，各州亦可以訂定

較本法更嚴格之保密法令。至於關係企業之間，因被認定為單一組織，若過度限

制資訊流通的話，必會殘害本法之精神，不過本法並未充分保護消費者者之金融

隱私63。 

六、地區再投資法（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of 1977 , CRA）64之議題：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65將地區再投資法（The 

                                                 
63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304，15 U.S.C. §6714 . 
64 所謂「地區再投資法（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of 1977 , CRA）」係要求存

款機構在中低收入地區設立分行與或吸收存款，需對於該地區有所回饋。亦即為促進該

地區開發、地區資金供給，金融監督機關對於所轄之金融機構對於「地區貢獻度」進行

監督，作為該金融機關進行設立分行、進行併購或銀行控股公司取得銀行之考量要件之

一。參閱李坤儀、盧世勳、陳俊堅譯，日本金融制度之改革之附錄一「美國金融制度」，

財政部金融局儲委會金融研究小組，民國八十六年六月，第 149-151 頁。  
65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308，15 U.S.C. §67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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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 CRA）之成效，作為該金融機構是否得拓展金融業

務之主要考量因素之一，並涉及到是否得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之審查要件之一，

並也為控股公司下保險機構是得否擴展新型金融業務或進行購併之主要條件之

一。 

第四款  聯邦行政規則（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FRB）除了執行貨幣政策外，並具有負擔金融管理之

權限與責任，這些權限與責任大多透過母法授權的方式，讓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

（FRB）訂定各種行政規則對於母法法規之細節性、範圍性加以補充，這類行政

規則稱為「聯邦行政規則（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66」，一共有五十二

個有關項目（Title），其中「聯邦行政規則第十二項（12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 

12 CFR）」為銀行與銀行業（Banks and Banking）之規範，其中與金融控股公司

規範有關的，分別為下列行政規則： 

一、聯邦行政規則 K（International Banking Operations , Regulation K ,12 CFR at 

211 of 2003）： 

係對於銀行控股公司投資外國公司與外國業務之規範。 

二、聯邦行政規則 Y（Bank Holding Companies And Change In Bank Control , 

Regulation Y ,12 CFR at 225 of 2003）： 

                                                 
66 See http://www.gpo.gov/nara/cfr/cfr-table-search.html#page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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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範內容為（一）銀行控股公司之成立；（二）銀行控股公司取得其他

銀行、銀行控股公司或其他非銀行子公司之情況；（三）聯邦準備理事會所核准

之業務範圍：依紐約州法設立之投資公司、貨幣市場選擇權業務、美國政府證券

選擇權業務、期貨契約、學生貸款、信用卡授權業務、信用卡遺失或被盜服務、

市府債券收入、與抵押權有關之證券業務、商業本票與有關消費者應收帳款證券

化之承銷與自營、公司債債券及股票承銷與自營、現金管理服務、現金、有價證

券及貴重金屬運送保全服務、監控、分析美國法令及立法發展、保險年金銷售經

紀人、共同基金之行政作業、公證人、實習銀行金融教育服務、期貨基金經理。

（四）聯邦行政規則 Y 列舉之業務範圍：工業銀行、信託業務、金融資料電腦

處理、信用保險、儲貸業務、快遞服務、財產估價、政府公債貨幣市場證券自營

與承銷、期貨經紀商業務、金銀塊銷售業務、支票保付業務、信用徵信中心、員

工福利諮詢業務、生涯規劃服務、支票之印刷與銷售。（五）無須聯邦準備理事

會許可之豁免業務（exempt activities）：內部作業服務、對關係企業客戶之服務

與保管相之出租。 

三、聯邦行政規則 L（Management Official Interlocks , Regulation L , 12 CFR at 212 

of 2003 , 12U.S.C.33 §3201）： 

此規則之授權母法為「Depository Institution Management Interlocks（12 U.S.C. 

§3201 以下）」，目的為禁止儲貸機構以限制經營階層人員相互兼任（相互結合，

Management Interlocks）來強化競爭，而受該規則之規範對象為會員銀行、銀行

控股公司與其關係企業、子公司67。若前述對象與相同地區內擁有辦公營業所；

或是在都會統計區域內（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 MSA）擁有辦公室之儲貸

機構，並且兩個法人（儲貸機構）全部資產為兩千萬美元以上；或是兩個法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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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同一處，但其中一家儲貸機構全部資產超過二億五千萬美元，另一家則超過

一億五千萬美元時，銀行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之董事、經理人不得兼任該儲貸機

構之董事或經理人68。不過若兩家儲貸機構在同一地區有辦公營業所或是在都會

統計區域內有辦公所，但兩者共同存款總額低於該地區或該都會統計區域內之存

款總額之百分之二十時，或該經營階層之結合不會造成有害於競爭或健全經營，

或符合法令許可之經營階層結合情事，例外許可其相互兼任69，若有情事變更之

情形，除須終止其兼任外，並有十五個月之過渡期間70。最後，本規則優先於「克

萊登法（Clayton Act of 1914）, 15 U.S.C. 19」之規定適用71。 

四、聯邦行政規則 O（Loans To Executive Officers, Directors, And Principal 

Shareholders Of Member Banks , Regulation O , 12 CFR at 215 of 2003）： 

聯邦行政規則O（Regulation O ,12U.S.C. §3210）係針對「內部人員授信」

之限制，分為A、B兩大部分72。在A部分，主要係規定對於下列主體之授信限制：

為該會員銀行本身、持有或控制該會員銀行之銀行控股公司、與該銀行控股公司

旗下之其他關係企業子公司之高階職員 73 （Executive Officers）、董事 74

                                                                                                                                            
67 12 CFR of 2003 at 212.1. 
68 12 CFR of 2003 at 212.3. 
69 12 CFR of 2003 at 212.4-212.6. 
70 12 CFR of 2003 at 212.7. 
71 12 CFR of 2003 at 212.9. 
72 參閱石裕泰、劉文彬，美國金融控股公司法制與實務，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民

國九十年八月，第 31-33 頁。  
73 高階職員係指有權參與公司或銀行制訂主要政策之人，無論是否領有薪水，亦不限於

董事或正式職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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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主要股東75（Principle Shareholders）、 會員銀行對於上述人員或

其公司或其所控制之公司、或為其控制之政治團體（political or campaign）或是

競選委員會，授信之放款總額不得超過五十萬美元，除非有下列情形則可以例外

地授信：（一）符合一定之授信條件。該授信條件包括利率、擔保品必須與其他

銀行客戶相同，而無其他不利之授信風險存在。（二）放款總額未超過兩萬五千

美元或該會員銀行之資本與資本公積之百分之五，但若事先已獲大多數董事核准

或與該授信對象有關之具表決權者放棄該表決權之行使，則例外不受本項規範。

（三）若於交付之前之十四個月內已取得大多數董事之核准，則不須再經核准。

（四）原則上不准開立透支帳戶，然若以書面為之並事先獲得核准，則允許開立

之。（五）高階職員為其子女之教育費用之借款、對其房屋購買、維修、修繕之

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之融資，亦在例外之規定範圍。 

在B方面，主要是規定高階職員與主要股東在銀行往來間之債務報告，禁止

會員銀行之往來銀行76對於上述之人辦理優惠貸款，否則該往來銀行與會員銀行

間不得設立往來帳戶。而上述人員與其利害關係人77如向該會員銀行之往來銀行

進行貸款時，必須在貸款之次年度一月三十一日前在董事會提出書面報告，若貸

款金額等於或大於該會員銀行之資本與資本公積之百分之五或五十萬美元時（以

孰低者為準），會員銀行有義務在民眾書面要求下對於上述之人對於往來銀行間

之資訊公開。但若未超過兩千五百萬美元者，則無資訊公開之義務。 

                                                                                                                                            
74 董事係指會員銀行之所有董事、銀行控股公司之所有董事與其他關係企業子公司之所

有董事，但顧問性質之董事不包括在內。  
75 主要股東係指個人或公司直接或間接獨有或共有、控制或持有會員銀行或銀行控股公

司或其他關係企業子公司之百分之十以上具表決權股份之人。  
76 往來銀行係指與會員銀行維持一個或一個以上往來帳戶，並且在一年度內每日存款餘

額有十萬美元以上，或是超過會員銀行之銀行總存款額度百分之零點五以上（以孰低者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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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反托拉斯法之架構 

十九世紀以來，美國工業革命後使得原有家庭式、小型生產事業逐漸淘汰，

大型企業取代而興起，造就資本主義之企業制度。資本主義之高度發展下，帶動

資本集中、企業巨大化等各種集中經濟之型態，其中最著名的乃係聯營組織78

（Pool）、托拉斯組織、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憑藉著其優勢地位以

市場佔有率與價格控制來打擊同業之競爭者，達成獨占與壟斷市場之目的，影響

商業交易之正常競爭。托拉斯組織之產生，乃公司之股東將所持有之股票託付給

受託理事會（Board of Trustees），賦予該理事會處理該信託組織之全權，透過

該信託（Trust）之方式，商業領袖可以全部控制各個產業，並由於標準石油公

司79之成功例子出現，其他商業領袖群起而效尤，組成各式各樣之托拉斯組織，

使中小企業發展困難，故於一八八九年由堪薩斯州開始制訂反托拉斯法，各州亦

陸續跟進。鑑於各州之反托拉斯法僅能適用於該州，無法適用跨州際之反托拉斯

                                                                                                                                            
77 利害關係人係指具有控制公司之某人或其他公司之某人、政治團體、競選委員會或其

他團體。  
78 聯營組織乃因鐵路運費之惡性競爭白熱化之結果，致使無利可圖，故鐵路公司達成聯

營之方式，彼此合作，以避免倒閉同歸於盡之結果。該聯營組織雖有多家鐵路公司共同

營運，實際上係一種市場之劃分，亦即聯營組織與託運人商訂，每一家鐵路公司承擔一

定比例之貨物，而於契約上載明鐵路公司給予託運人不同折扣之方式。因為運費歧視日

益猖獗，而所謂短程長程間之不同收費標準，實際上亦在打擊同業，故難為社會大眾所

接受。參閱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出版公司，一九九七年三月，第 50 頁。 
79 十九世紀末，美國的石油業競爭激烈，市場極為混亂。此時，洛克斐勒藉由各種結盟

手段，成功地擴充版圖，操縱市場。最有名的例子是一八七二年時，他在克利夫蘭與鐵

路公司合組的產  銷聯盟。根據協議，鐵路公司大幅提高其他石油公司的運費，超收的

費用則用來補貼產銷聯盟。這項結盟遭到嚴厲的批評  僅僅實施了三個月即告中止，但

就在這三個月，洛克斐勒已經併吞了克利夫蘭地區二十六家競爭者中的二十二家。一八

七八年時，他已擁有美國煉油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場，可謂隻手操控全美的石油資

源。他的獨占霸業一直維持到一九一一年，最高法院根據反  托拉斯法，將標準石油拆

散成數家公司方告止。請參閱http://www.cdn.com.tw/daily/1998/07/28/ text/870728i3.htm 

 49



 

事件80，並控股公司規避托拉斯組織成為市場上獨占之地位81，故美國國會於一

八九０年七月二日通過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以解決州際托

拉斯之問題與控股公司獨占市場之現象。該法之主要內容係對於「獨占」與「限

制貿易或商業」之違法行為為規範對象。 

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之制訂，因該法並未經各界詳細討

論即草草通過，內容過於簡要，規定之內容抽象而不夠具體，存有不少不確定法

律概念，例如何謂「獨占」與「限制貿易或商業」之定義，立法解釋付之闕如，

因此遭受許多批評。職是之故，美國國會為改善此一問題，於一九一四年制訂「克

萊登法（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以彌補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之不足。本法主要是對於下列之行為為禁止之規範：（一）足以導

致減少競爭之差別取價行為。（二）不正當排他性之減少競爭行為。（三）限制

對他公司股份與資產之取得，避免公司過度併購造成企業之獨占。（四）禁止足

以導致減少競爭之董事兼任行為。而有鑑於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之規定過於抽象不足，克萊登法（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乃以具

體列舉之方式規定禁止事項，並明確詳列各種獨占活動以供法院判斷之依據。不

過，因為法該在認定是否違法時，必須將該行為所造成之影響，必須以「是否在

實質上認定足以導致減少競爭或是造成獨占之虞」為要件，導致因該要件並無實

質標準，仍必須仰賴法院之解釋補充。 

                                                 
80 美國國會為統一規制各州之商業管制，於一八八七年通過「州際通商法（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對於自由開放之自由貿易政策予以適度之限制，例如原有

之 聯 營 企 業 視 為 違 法 。 該 法 並 規 定 由 聯 邦 政 府 設 置 「 州 際 通 商 委 員 會 （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作為聯邦之主管機關。  
81 控股公司是否得合法存在，從Stan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221 

U.S.1, 1911）一案中，聯邦最高法院以「合理原則（rule of rason）」最為托拉斯或企業

合併必須依其目的與手段來判斷，如目的或手段為違法，及構成違法。例如前述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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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了 休 曼 法 （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 ） 與 克 萊 登 法 （ 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外，為彌補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對

於托拉斯造成之獨占、或以契約、托拉斯或其他方式結合限制交易行為以外之其

他不公平限制競爭之行為未規定之不足，國會於一九一四年制訂「聯邦交易委員

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of 1914）」，並依該法授權成立具有準司法

性質之聯邦交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作為執行反獨占措施之主

管機關。一九三六年國會通過「羅賓遜–柏德曼（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

修正克萊登法（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第二條差別價格之規定。一九五

０年國會通過「塞勒-克敬佛法（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 of 1950）」修

正克萊登法（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第七條合併之規定。並於一九七六

年國會通過「哈特-史考特-羅狄諾反托拉斯促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of 1976）」修正克萊登法（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第

七條，規定企業併購為「事前申報制」。 

第三項  金融控股公司之法制架構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立法施行之後，銀行

得利用金融控股公司之架構，或是原先銀行控股公司之架構，展開跨業經營。其

中，與公平交易法所規範「公平競爭狀態」密切相關之活動：第一、為銀行控股

公司之成立，需審查其是否違反競爭因素外，亦需將大眾之便利性之銀行因素加

以考慮。第二、則是在銀行控股公司之結構下，控股公司本身與其銀行子公司或

其他非銀行關係企業子公司對於儲貸機構經營結合之限制，並涉及到內部防火牆

之設計。第三則是銀行控股公司之相互子公司間利用搭售情形，是否對於消費者

產生侵害與是否產生競爭狀態之改變，與資訊流通限制之問題。最後，則是在金

                                                                                                                                            
石油公司，雖被裁定違反反托拉斯法，但卻分割呈許多小規模公司，以即已化整為零之

方式達成實際上獨占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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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控股公司之架構下，從其許可之業務範圍與銀行控股公司申請轉換金融控股公

司時所涉及之競爭因素，加以分析討論。 

第一款  銀行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 

第一目  銀行控股公司之設立與併購 

依據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之規定，有下列

情形時，該銀行控股公司需向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申請許可：（一）任何公司成

立一家銀行控股公司。（二）銀行控股公司取得另一家銀行或是銀行控股公司之

控制。（三）銀行控股公司取得另一家銀行或是銀行控股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具表

決權之股份82。（四）該銀行控股公司已取得或控制另一銀行或銀行控股公司之

任一種類具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五以上者，而另欲取得另一家非已取得或控制百

分之五十之股份之銀行或銀行控股公司之股份或控制83。（五）銀行控股公司取

得另一銀行或控股公司之全部資產。（六）銀行控股公司對另一銀行控股公司進

行合併、債務承擔或購買資產。至於向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申請之許可程序84，

可分為：（一）以 Form FR Y-3 之程序為一般申請。（二）若是資本良好或是

經營良好之控股公司，則可以適用簡速告知（Expedited Notice）程序。（三）若

是申請單一銀行控股公司時，僅需告知當地聯邦準備分行即可。若當地聯邦準備

分行或聯邦準備理事會無異議或要求以Form FR Y-3 一般申請，該銀行控股公司

之併購交易必須在告知後三十日內完成85。 

                                                 
82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2)(a)、(3) (a). 
83 12 CFR of 2003 at 225.11(c)(2)、12 CFR of 2003 at 225.103. 
84 參閱石裕泰、劉文彬，同註 72，第 90-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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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準備理事會對於銀行控股公司與銀行或是銀行控股公司進行併購

（Merger ＆ Acquisition）時，申請之銀行控股公司先向當地之聯邦準備銀行索

取申請書狀，並對於下列因素為自我評估並負舉證責任 86 ：競爭之影響

（competitive effect）、財務狀況（financial condition）、經營狀況（management）、

地區之需要與方便87（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跨州交易、

（interstate transactions）資訊報告（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外國銀行法令

（foreign regulation of foreign banks）與其他因素等。其中，與公平法相關之聯邦

準備理事會對於競爭因素的考量（Competitive Factors，12 U.S.C. 17 §1842（C））

試分析如下： 

依銀行控股公司法第三條第c項第一款之規定88，聯邦準備理事會對於該銀

                                                                                                                                            
85 12 CFR of 2003 at 225.17(a)(8)、12 CFR of 2003 at 225.103.12 U.S.C. §1842(a)(c). 
86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12 U.S.C. 1842(C). 
87 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對於該併購，除考量競爭效果之因素外，社區之需求與便利性效

果之因素亦會納入考量，施行併購之銀行控股公司必須舉證證明該反競爭性效果已被社

區 需 求 與 便 利 性 之 效 果 所 沖 銷 ， 法 院 在 審 理 案 件 時 ， 亦 須 採 取 相 同 之 審 查 基 準 。 See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 PETITIONER v.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RESPONDENT; CITIGROUP, 

INC., INTERVENOR , 338 U.S. App. D.C. 413; 195 F.3d 28; 1999 U.S. App.（84 Fed. Res. 

Bull.985, 985 (1998).）  
88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1) , 12 U.S.C. 17 §1842 (c)（1）：

「Factors for consideration by Board  

（1）Competitive factors The Board shall not approve – 

 (A) Any acquisition or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which would result in 

a monopoly, or which would be in furtherance of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to 

monopolize or to attempt to monopolize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in any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B) Any other proposed acquisition or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whose 

effect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or which in any other manner would be in restraint or 

trade, unless it finds that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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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控股公司具有下列之情形時，不核准其併購行為：（一）會造成在美國任何一

地之銀行業獨占、或增進任何合併或意圖共同獨占、或企圖獨占之併購、合併或

整合行為。（二）該併購、合併或整合行為會造成實質上減低美國任何一地方之

競爭，或有造成獨占之傾向，或有造成貿易障礙之發展，除非聯邦準備理事會認

為該併購、合併或整合行為所能滿足社區之需要與便利上之效果能夠抵銷該反競

爭性之效果89，則例外許可其併購、合併或整合行為。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在評

估交易行為對於競爭之影響，係依據下列因素為考量： 

（一）相關地理市場區域（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s） 

美 國 聯 邦 準 備 理 事 會 利 用 由 美 國 主 計 處 （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所發展出之「都會統計區域（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 MSA）」方

式，各該聯邦準備區域之聯邦銀行會隨著新的併購行為與各該銀行資產等經濟因

素，不斷更新定義出該地相關之市場區域。而根據這些資料，輔以以下之方式加

以評估：1.反競爭性（anti-competitive effects）：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會根據該

併購、合併或整合是否嚴重違反競爭性，並且以市場是否為高度集中為考量依

據。2.赫芬黛-赫胥曼指數（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 HHI）90：將市場參與者

                                                                                                                                            
clearly outweighe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by the probable effect of the transaction in 

meeting the 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served.  
89  See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 PETITIONER v.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RESPONDENT; 

CITIGROUP, INC., INTERVENOR, supra note 92；See Fleet-Norstar Fin Group , Inc. / 

New Bank of New Eng. , 77 Fed. Res. Bull. 750, 754 (1991). 
90 美國司法部於一九八二年提出之銀行合併指導方針。例如一市場有六家公司，其市場

佔有率為 30%、25%、20%、15%、5%、5%。依該指數為 302  

 +252  

 +202  

 +152  

 +52  

 +52  

 

=2200。另一家市場佔有率為 60%、8%、7%、5%、另十家均為 2%，根據上述算法，該

指數為 3778。以指數來看，後者之市場集中度比第一個市場高，然而，兩者之前三家公

司集中率均為 75%，即前三家握有市場存款之 75%。See Golembe, Carter H. and Davi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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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佔有率的平方加總計算，用來衡量市場集中性之計算方法。若HHI指數在

併購後大於一千八百，為高度壟斷之市場，不過若增加之HHI指數小於五十，則

不太有反競爭效果；一千至一千八百者，為中度壟斷市場，但若其增加之HHI

指數小於一百，亦不太有反競爭性之效果；小於一千者，則為無壟斷之市場，亦

無反競爭性之效果91。 

（二）特集之商業銀行服務（unique cluster of services known as commercial 

banking） 

所謂「特集之商業銀行服務（unique cluster of services known as commercial 

banking）」係指以商業銀行之存放款服務為主來評估判斷該事業對於競爭之影

響92。以往儲貸機構被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作為抵銷反競爭性之因素，現在則將

儲貸機構之存款總額納入考量93。而信託管理、單位投資信託之受託人、資產經

理、會計與行政服務、社區再發展服務、受託保管銀行、企業信託與服務代理、

現金管理、外匯、單位投資信託、資金匯轉、聯貸（syndicated lending）、對中

小企業放款、對企業、退休及其他公益組織提供投資經理、資金管理等，因為係

商業銀行服務項目，也一併納入考量94。 

除了上述競爭因素外，聯邦準備理事會尚須對下列因素為考量：（一）銀行

                                                                                                                                            
Holland , Federal Regulation of Banking 1983-84 , Washington , D. C. ： Golembe 

Associates , Inc.（1983）  
91 參閱石裕泰、劉文彬，同註 72，第 98-99 頁。  
92 See Bank of N.Y. Co / Irving Bank Corp. , 74 Fed Res Bull 257 , 261 (1988). 
93 See Texas Regional Bancshares, Inc. / Harlingen Bancshares, Inc. , 85 Fed Res Bull 683 , 

684 n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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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因素95。（二）主管機關監理因素96。（三）銀行股票借貸措施97。（四）

經營狀況98。（五）洗錢99。 

                                                                                                                                            
94  參閱石裕泰、劉文彬，同註 72，第 101 頁。  
95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2) , 12 U.S.C. 17 §1842 (c)(2)：

「Banking and community factors： In every case, the Board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resourc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ompany or companies 

and the banks concerned, and the 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served.」  
96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3) , 12 U.S.C. 17 §1842 (c)(3)：

「Supervisory factors：The Board shall disapprove any applic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by any 

company if - (A) the company fails to provide the Board with adequate assurances that the 

company will make available to the Board such information on the operations or activities 

of the company, and any affiliate of the company, as the Board determines to be appropriate 

to determine and enforce compliance with this chapter; or (B)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tion 

involving a foreign bank, the foreign bank is not subject to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or 

regulation on a consolidated basis by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in the bank's home 

country.」  
97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4) , 12 U.S.C. 17 §1842 (c)(4)：

「Treatment of certain bank stock loans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law, the 

Board shall not follow any practice or policy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any applic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one-bank holding company if following such practice or policy would result 

in the rejection of such application solely because the transaction to form such one-bank 

holding company involves a bank stock loan which is for a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The previous sentence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prohibit the Board from 

rejecting any application solely because the other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re considered 

unsatisfactory. The Board shall consider transactions involving bank stock loa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one-bank holding company having a maturity of twelve years or more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and no such transaction shall be approved if the Board believes the safety 

or soundness of the bank may be jeopardized.」  
98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5) , 12 U.S.C. 17 §1842 (c)(5)：

「Managerial resources Consideration of the managerial resources of a company or bank 

under paragraph (2) shall includ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etence, experi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officers, directors, and principal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or bank.」  
99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 , Section (3)(C)(6) , 12 U.S.C. 17 §1842 (c)(6)：

「Money laundering In every case, the Board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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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經營階層之兼任（Management Interlocks） 

一、銀行內部與其他關係企業之防火牆 

防火牆之觀念始於一九八七年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主席Alan Greenspan在國

會委員會之證詞中支持銀行與證券業之改革，提出為防範銀行子公司與證券子公

司之問題，需有防火牆（corporate separateness firewalls）之設置，防止銀行與證

券關連風險影響銀行之健全經營100。而防火牆之定義101：（一）規範銀行控股

公司與下轄之銀行與證券子公司間交易行為、業務、人事與資訊之流通關係。

（二）具有防範利益衝突、濫用地位及有利交易條件，不致產生經營風險。（三）

維護銀行控股公司與該銀行子公司與其他子公司之金融秩序，避免信用制度與支

付制度之不良影響。（四）防範關係企業子公司間資訊濫用、資金不當流通與經

營階層不當結合與內部交易之弊端。關於防火牆之規定，則係以「聯邦準備法

（Federal Reserve Act）」第二十三（A）條與第二十三（B）條為主要規範： 

（一）聯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二十三（A）條102： 

銀行控股公司與其下之銀行子公司、非銀行子公司、被控制銀行或銀行控股

公司之股東所控制之公司、多數席位董事或受託人構成銀行或銀行控股公司之多

數席位董事或受託人之公司、其他被聯邦準備理事會所認定之關係企業為下列之

                                                                                                                                            
of the company or companies in combatting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in 

overseas branches.」  
100 參閱連秀芬，同註 28，第 122-123 頁。  
101 參閱李紹盛、李儀坤，綜合銀行制度與「防火牆」，台北市銀月刊，第二十二卷第

六期，民國八十六年六月，第 54-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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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時：1.對關係企業放款或授信。2.購買或投資關係企業所發行之有價證券。

3.從關係企業購買資產，包括基於買回協議之購買。但不包括聯邦準備理事會所

允許之除外動產與不動產。4.對任何人或公司放款或授信時，接受以關係企業發

行之有價證券為擔保者。5.為關係企業之利益而為保證承兌、簽發信用狀、為信

用狀背書或開發擔保信用狀。必須符合下列規定：1.與關係企業交易之淨值，不

得超過銀行淨值之百分之十。2.與全部關係企業之交易總金額，不得超過該銀行

淨值之百分之二十。3.不得自關係企業購入低品質產品，除非在關係企業取得該

資產前，經客觀評估後曾承諾購入該資產103。 

（二）聯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二十三（B）條104： 

主要係准許商業銀行與證券公司成為關係企業，並立法避免其間利益衝突之

產生105。銀行與其子公司得從事下列交易行為：1.與關係企業間之限制交易。2.

出售有價證券或資產，包括依買回協議而出售之資產予關係企業。3.基於契約、

租賃關係而對關係企業支付金錢或提供服務。4.關係企業成為銀行或第三人擔任

代理人、經紀人或就其服務而收取費用之交易。5.銀行與第三人交易中，若關係

企業對該第三人有財務上之利益或關係企業亦參與該交易，則銀行與關係企業因

而產生之交易在此允許之範圍內106。 

二、經營階層兼任之禁止與例外（Regulation L） 

                                                                                                                                            
102 Federal Reserve Act , Section 23(A) , 12 U.S.C. §371 C. 
103 參閱連秀芬，同註 28，第 128-129 頁。  
104 Federal Reserve Act , Section 23(B) , 12 U.S.C. §371 C-1. 
105 參閱陳翠琪，銀行法上內部關係人交易之法律問題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兼論我國

法之規定，國立中興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二年一月，第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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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架構 

此規則之授權母法為「Depository Institution Management Interlocks（12 U.S.C. 

§3201 以下）」，目的為禁止儲貸機構以限制經營階層人員相互兼任（相互結合，

Management Interlocks）來強化競爭，而受該規則之規範對象為會員銀行、銀行

控股公司與其關係企業子公司107。若前述對象與相同地區內擁有辦公營業所；或

是在都會統計區域內（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 MSA）擁有辦公室之儲貸機

構，並且兩個法人（儲貸機構）全部資產為兩千萬美元以上；或是兩個法人並不

在同一處，但其中一家儲貸機構全部資產超過二億五千萬美元，另一家則超過一

億五千萬美元時，銀行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之董事、經理人不得兼任該儲貸機構

之董事或經理人108。不過若兩家儲貸機構在同一地區有辦公營業所或是在都會統

計區域內有辦公所，但兩者共同存款總額低於該地區或該都會統計區域內之存款

總額之百分之二十時，或該經營階層之結合不會造成有害於競爭或健全經營，或

符合法令許可之經營階層結合情事，例外許可其相互兼任109，若有情事變更之情

形，除須終止其兼任外，並有十五個月之過渡期間110。 

（三）優先於反托拉斯法適用（Clayton Act） 

本規則優先於「克萊登法（Clayton Act of 1914）, 15 U.S.C. 19」之規定適用

                                                                                                                                            
106 參閱連秀芬，同註 28，第 131-132 頁。  
107 12 CFR of 2003 at 212.1. 
108 12 CFR of 2003 at 212.3. 
109 12 CFR of 2003 at 212.4-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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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第三目  搭售（Tying Arrangement） 

所謂搭售行為，是指買受人要購買某產品或服務時，出賣人要求買受人必須

一併購買另一產品或服務，否則即拒絕單獨出售產品或服務給買受人之行為112，

其本質上屬於非價格之垂直交易限制113。基本上，搭售行為運用通常是為了達成

某 些 特 定 的 經 濟 目 的 ， 例 如 促 銷 某 些 在 技 術 上 必 須 互 相 配 合 之 產 品

（technologically interdependent products）、提高產銷規模及利用搭售所獲得之利

潤降低行銷成本等114，而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相對地，搭售行為亦可能藉由經

濟槓桿（leverage）造成獨占地位之延伸、提高進入障礙、規避價格管制、訂定

歧視價格、進行掠奪性訂價、剝奪消費者選擇自由或濫用市場地位等，以增加其

市場力量或地位，而具有反競爭之效果115。 

從搭售行為之定義而言，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則必須至少存在

                                                                                                                                            
110 12 CFR of 2003 at 212.7. 
111 12 CFR of 2003 at 212.9. 
112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八版），民國 90 年 8 月，第 189

頁。至於美國有關搭售行為（ tying arrangement）之傳統定義，是指賣方銷售一項產品

（ tying product）予買方時，同時約定買方必須同時購買另一項產品（ tied product），

或至少同意不向其他供應商購買某一項產品。Se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 356 U. S. 1, 5-6（1958） . 
113 參閱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行為之規範，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國 90 年 12 月，第 10 至 11 頁。  
114 Kurt A. Strasser, An Antitrust Policy for Tying Arrangements, 34 Emory L. J. 253, 260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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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可分之商品，且須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

買搭售商品或被搭售商品116。至於是否存在兩種可分之商品或服務，則必須考慮

下列五項因素：（一）同類產業之交易習慣。（二）該二商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

有效用價值。（三）該二商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四）出

賣人是否對該二商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五）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商

品或服務。117。例如金融機構為授信行為時，要求消費者購買該金控集團所銷售

之衍生性避險商品、強制汽機車責任險、火險、地震險或其他金融商品，即構成

搭售行為之要件。 

相對地，金融控股公司在產品策略上，得對於其子公司在貨幣市場、資本市

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等已研發或銷售之金融商品，藉由專業化之產品研發及

包裝技術，採行市場區隔策略，創新具差異性之金融商品，以因應客戶之需求，

提高其金融商品之競爭力。金融控股公司為商品組合（bundling）時，不僅應考

量包括投入、轉變程序及產出等生產系統之三大組成要素，實施計劃、執行及控

制，亦應重視投資組合及風險分散，以組合設計新種金融商品。此外因產品策略

會影響價格策略、通路策略及促銷策略之運用，故亦應注意商品生命週期及產品

線之管理，不斷推陳出新，求其最大利潤。例如在金融實務上，金融控股公司在

產品策略上，可依各種金融商品之深度及廣度，將其分類為專賣、通賣或協賣商

品，交由最適當之一家或數家子公司進行銷售。 

                                                                                                                                            
115 See Ibid, at 273-281.另關於搭售行為對市場競爭之中文分析，參閱林國棟，廠商搭售

行為的經濟分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5 卷 4 期，民國 86 年，第 91 至 125 頁；楊宏暉，同

註 113，第 19 至 29 頁。  
116 參閱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實論，2001 年，自印，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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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國目前之金融實務，最常見之金融商品組合，不外是將授信商品搭配其

他金融商品銷售。此外，金融機構亦經常將信託商品與其他金融商品之投資結合

者。再者，金融機構亦有將保險商品與其他金融商品或投資予以結合之例。應注

意者，結合二種以上金融商品之商品組合，如金融機構未明示或默示投資人或消

費者必須同時購買，以致於消費者或投資人無法單獨購買其中一項金融商品，自

不構成違法搭售行為。 

（一）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70（12 U.S.C. 17 §1850） 

「搭售」118於一九七０年銀行控股公司法修正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 of 1970）第一０六條119規定，銀行不可以將授信或其他銀行服務與

                                                                                                                                            
117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研釋 045 號，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第 1 卷第 11

期，民國 81 年 11 月，第 40 頁。  
118 搭售行為在我國有無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判斷，根據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七日（八

十一）公參字第０九一四四號函之意旨：（一）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應考

慮以下因素：1、至少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服務）：在分析任何搭售契約時，首先必

須確立者為必須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或服務），至於如何判斷其是否可分，則可考慮

下述因素：(1)同類產業之交易慣例；(2)該二產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有效用價值；(3)

該二產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4)出賣人是否對該二產品（或服

務）分別指定價錢；(5)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或服務）；2、須存在明示或

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與被搭售產品。（二）在判

斷搭售是否違反之標準，應考慮以下因素 :1、出賣人須有搭售產品擁有一定程度的市場

力：搭售行為違法與否的考量因素中，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場力是極為

重要的考量因素之一。因若出賣人並未具足夠之市場力，其將很難成功地推動其搭售設

計；即或是能夠，其對於市場競爭之不利影響亦不致過於嚴重。2、有無妨礙搭售產品

市場競爭之虞：搭售之實施有妨害被搭售產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時，例如被搭售產品的

市場受到一定程度、數量或比例之排除競爭時，即為違法。3、是否具有正當理由：例

如若為了確保出賣人之商譽及品質管制，或保護商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權，亦可視為具

有商業上之正當理由而予以容許。  
119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 of 1970 , Section 106（12 U.S.C. 1843 (h)）；

Federal Reserve Act （12 U.S.C. 37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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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控股公司旗下非銀行子公司之服務相結合，亦即銀行控股公司下之一子公司

與其他子公司禁止以搭售情況結合服務，亦稱「反搭售條款（Anti-Tying）」。

美國「銀行控股公司法」之所以特別引進「反搭售條款」，有其特殊之法制背景。

一般而言，搭售行為在美國反托拉斯法之規範依據，主要為休曼法第 1 條120，因

此如欲構成違法之搭售行為，除必須有二以上商品存在外，尚應符合其主要商品

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及導致實質限制競爭之結果等二項要件121。惟就金融機構所

為之搭售行為而言，一般並不會牽涉巨額交易，而促使主管機關或司法部門願意

著手進行費時耗資之反托拉斯案件程序，而消費者亦難以證明銀行是否在主要商

品上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及是否實質影響市場之競爭效能，故美國國會乃特別引

進「反搭售條款」，一方面不要求消費者舉證金融機構是否在特定商品具有相當

之市場力量及是否實質影響市場之競爭效能，一方面明定消費者得請求賠償三倍

之損害、訴訟費用及合理之律師費122，以鼓勵消費者提起訴訟救濟123。 

美國關於搭售之限制如下：一、其他服務搭售之禁止124：銀行控股公司之銀

行子公司不得要求客戶，從銀行、銀行控股公司或銀行控股公司下之其他非銀行

子公司去為其他額外無關連之授信、購買財產或服務，作為其向銀行子公司為借

款、租賃銷售財產或提供任何服務之條件。二、要求客戶提供額外之服務或產品

搭售禁止125：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不准要求客戶提供無關連之信用、財產、與

服務予該銀行、銀行控股公司或銀行控股公司下之其他非銀行子公司，作為授

                                                 
120 Sherman Act Sec. 1, 15 U. S. C. Sec.1（2002） . However, tie-ins can also be challenged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r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5 U. S. C. Sec. 45（2002）  and 

under Section 3 of the Clayton Act , 15 U. S. C. Sec. 14（2002） . 
121 See Joseph C. Chapelle, Section 1972：Augmenting the Available Remedies for Plaintiff 

Injured by Anticompetitive Bank Conduct, 60 Notre Dame L. Rev. 706, 711-712（1985） . 
122 See 12 U. S. C. Sec. 1975（2002） . 
123 See Joseph C. Chapelle, supra note121, at 714-715. 
124 12 U.S.C. 197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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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租賃銷售財產或提供任何服務之條件。三、限制客戶與銀行競爭者交易能力

之搭售126：銀行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不可以向其競爭銀行、其競爭之銀行控股

公司與其他之子公司取得他的授信、財產或服務，作為授信、租賃銷售財產或提

供任何服務之條件。但為了確保安全之授信，得做合理之契約限制。 

另應注意者，「反搭售條款」對於傳統銀行業務所存在之搭售，亦承認下列

三項例外：（一）銀行得對於單一貸款、貼現、存款或信託服務為搭售安排127。

（二）銀行得為附條件交易，要求客戶提供附加之授信、財產或服務，如其與貸

款、貼現、存款或信託服務相關或經常提供者128。（三）銀行得對借款人附加限

制，以確保其增加授信額度之健全性129。此外，「反搭售條款」尚授權美國聯邦

準備理事會在不違背第二十二章之規範目的下，得自行訂定規則或命令，以排除

上開禁止搭售之行為類型130。依據美國之金融實務，若是符合下列情形，則聯邦

準備理事會允許可以例外為搭售行為131：一、提供傳統銀行商商品（例如授信、

貼現）；二、對於合格銀行產品維持一定最低存款餘額之客戶（例如存款），允

許銀行對其提供不同產品組合之優惠建議；（三）對外國人或外國法人，對於銀

行所提供之任何商品，均允許其搭售，不受限制。 

（二）Tying Arrangement（12 U.S.C. 22 §1971-1978） 

                                                                                                                                            
125 12 U.S.C. 1972(1)(C)、(D). 
126 12 U.S.C. 1972(1)(E). 
127 See 12 U. S. C. Sec.1972（1）（A）（2002） . 
128 See 12 U. S. C. Sec.1972（1）（C）（2002） . 
129 See 12 U. S. C. Sec.1972（1）（E）（2002） . 
130 See 12 U. S. C. Sec.1972（1）（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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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不得因下列情形以任何方式擴大任何種類信用、租約或出售物產，或提

供任一項服務，或固定或變化考慮為搭售之情事：1.客戶從此類銀行，除貸款、

折扣、儲蓄，或信託服務之外獲得某些部分信託、財產，或服務。2.客戶從此類

銀行、金融控股公司，或從此類金融控股公司其他子公司，獲得其他信託、財產、

或服務。3.客戶對此類銀行，除與貸款、折扣、儲蓄，或信託服務相關項目，提

供其他附加信用、財產或服務。4.客戶對此類銀行、金融控股公司，或對此類金

融控股公司之其他輔助者提供一些另外的信託、財產或服務。客戶不從此類銀

行、此類銀行之金融控股公司，或此類金融控股公司之任何輔助者競獲得其他信

託、財產或服務。除非此類銀行合理地強調在該項事務處理保證信託情況或要

求。而所謂「違犯」搭售規定，包括任意為或導致，達到，參與，建議，或援助

或教唆侵害之行為（單獨或與另一或其他人）。貨幣發行機構、董事會和聯邦儲

蓄保險公司的財政監察官得規定章程，建立必要時得執行之規程（12 U.S.C. §

1972）。如有違反情事，則當事人可利用司法程序加以請求損害賠償（12 U.S.C. 

§1973-1978）。 

（三）Food Stamp Act of 1997（7 U.S.C. §2016（i）(11)） 

銀行控股公司或非銀行子公司提供電子轉帳服務時（electronic transfer 

service），必須受到該法之搭售限制132。亦即客戶在零售食物店消費時，不得使

客戶接受關於電子授權或物品交易方法之商品或服務，該服務或商品稱為

                                                                                                                                            
131 參閱石裕泰、劉文彬，同註 72，第 210 頁。  
132 7 U.S.C. 2016(i)(11)(B):：「A company may not sell or provide 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 

services,  or fix or vary the consideration for 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 services, on the 

condition or requirement that the customer -(i) obtain some additional point-of-sale service 

from the company or an affiliate of the company; or (ii) not obtain some ad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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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of-sale service」。 

四、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 

美國反托拉斯法的規範事項，有（一）對企業壟斷行為之規範：休曼法

（Sherman Anti –Trust Act of 1890）第二條。（二）對企業合併行為之規範：Clayton 

Act 第七條、Celler-Kefauver 修正案，及 Hartscott-Ra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三）對企業聯合行為之規範：Sherman Act 第一條條文係禁止限制交易或

商業之聯合行為，F.T.C. Act 第五條條文賦予 F.T.C.起訴價格固定、集體杯葛

(boycott)與其他勾結行為。（四）對差別取價之規範：Clayton Act 第二條，當差

別取價會降低市場競爭程度時即違法。（五）對企業之訂定限制性契約行為之規

範：Clayton Act 第三條「排他性契約（Exclusive Contract）之禁止」，禁止限制

購買者或承租人使用其他廠商之產品的契約，如搭售行為之禁止。 

五、Sherman Anti –Trust Act of 1890（15 U.S.C. 1 §1-7） 

因為反托拉斯法僅能適用該州，若涉及州際反托拉斯之問題，聯邦政府具有

管轄權。而聯邦憲法通商條款與州際通商法不足以解決反州際托拉斯之問題。因

此，針對反托拉斯、控股公司造成之市場獨占現象之產生，而有休曼法（Sherman 

Anti –Trust Act of 1890）之出現。依該法第一條之規定：「以契約、托拉斯之結

合與共謀，以限制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者，屬於違法。而為上述行為

者，應負重罪之責。若經定罪，法人處以一百萬美元以下之罰金，個人則處以三

                                                                                                                                            
point-of-sale service from a competitor of the company or competitor of any affiliate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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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並科十萬元以下之罰金。」所謂「限制貿易或商業」，

係指下列行為：固定價格（price fixing）、分割市場（market division）、聯合抵

制（collective boycott）、拒絕交易（refuse to deal）、搭售行為（tying arrangement）

等等。 

六、Antitrust Civil Process（15 U.S.C. 34 §1311-1344） 

係規定反托拉斯之民事救濟程序。 

七、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Assistance（15 U.S.C. 88 §6201-6212） 

係規定國際間反托拉斯之強制協助。 

第二款  金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第一目  銀行控股公司向聯邦準備理事會申請成為金融控股公司 

依據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之規定133，符合

以下要件者，聯邦準備理事會准許該銀行控股公司申請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

一、該銀行控股公司之旗下存款機構子公司已加入存款保險，並且資本健全134

（well capitalized）；二、該銀行控股公司之旗下存款機構子公司已加入存款保

                                                 
133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2(1)(1) , 12U.S.C. §1843(1)(1). 
134 資本健全係依照聯邦存款保險法第三十八條（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 , FDIC , 

Section 38.）加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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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並且管理良好135（well management）；三、該銀行控股公司已向美國聯邦

準備理事會提出（一）選擇從事之業務或取得及持有某公司之股份，在本法生效

前係不允許由該公司所從事或取得之聲明；（二）保證該銀行控股公司之旗下存

款機構子公司已加入存款保險，並且資本健全與管理良好。故銀行控股公司備齊

上述相關書類或證明，並符合上述要件者，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便核准該銀行控

股公司轉換成為金融控股公司。 

第二目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許可之金融業務活動 

金融控股公司與其銀行之金融子公司（Financial Subsidiaries）或其關係企

業，得依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之第一０三條第a

項第四款規定，從事下列「金融業務」 136：1.本質上之金融業務（financial in 

nature）；2.與該金融相關之附屬業務（incidental to such financial activity）；3.

輔助性或補充性之金融業務（complementary to a financial activity），並明文規定

九項業務：1.放款、匯兌、資金移轉、為他人投資、貨幣與有價證券之保管；2.

保險、損失險（indemnifying against loss）、傷殘失能險、死亡保險、年金保險，

得作為保險人、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理人；3.投資顧問；4.發行、銷售銀行之權

益工具 5.承銷、自營有價證券業務，並可創造市場（making market）；6.保險公

司投資組合之保險業務；7.商人銀行業務；8.聯邦理事會於本法通過前已核准從

事之業務；9.已獲聯邦準備理事會允許之銀行控股公司海外經營之業務。除此之

                                                 
135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2 (1) (3)，係指（一）在最近之金融檢查

中，該存款機構在金融機構評等系統中達到第一或第二級標準，或在同等系統中達到相

等之評價等級；（二）如果等級評價已被評定，其管理經營評價必須在等級二，但存款

保險機構未經金融檢查之情形，其經聯邦準備銀行決定其存在之狀況及管理經營資源之

使用需令人滿意；（三）本條所規定之「聯邦準備銀行」與「存款機構」係依聯邦存款

保險法第三條之定義。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86-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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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經由概括授權之方式，聯邦準備理事會得頒佈行政命令之方式核准金融業務

之範圍137。 

                                                                                                                                            
136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3 (a) (4)，12 U.S.C. §1843 (K) (4) . 
137 Gramm-Leach-Blilry Act of 1999 , Section 102 (a) (k) (2) (3)，12 U.S.C. §1843 (K)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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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 

 
第一項  金融集團與控股公司之形成 

日本早期金融受到所謂「護送船團行政138」之保護，政府為了維持金融秩序，

而對於金融機構之競爭採取限制之措施，減少其競爭而確保各金融業據有一定之

利潤，是非常保守之作法。二次大戰以前，日本對於跨業經營並無限制，因此造

成銀行自由兼營各項金融業務，或利用控股公司架構從事其他金融業務，也間接

造成許多財閥（企業集團，亦即金融集團之前身）之出現。而日本具代表性之金

融集團，可分為以三井、三菱、住友三大自戰前延續下來之「舊財閥型集團」與

以芙蓉、第一勸銀、三和以戰後銀行為主軸，因企業與銀行融資往來關係密切形

成之「新金融集團」。在一九九六年日本金融大改革後（Japanese Big Bang），

使得日本金融市場因為法令對跨業經營更為放寬後，前述之六大集團經整合而成

為「瑞穗金融集團（Mizuho Financial Group）」、「日本聯合金融集團（United 

Financial Group）」、「三菱東京金融集團（Mitsubishi Tokyo Financial）」、「三

井住友銀行（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四大金融控股公司。在證

券業方面，例如大和證券、日興證券與野村證券亦朝向金融控股公司制度發展139。 

第二項  金融控股公司相關法制之建立 

第一款  金融改革與跨業經營之解禁 

                                                 
138 所謂「護送船團行政」係指行政與金融機構同步前進之意。日本政府採取限制競爭

之手段以保障業者獲取一定之利潤，例如一九九四年以前對於利率管制措施，對於銀行

經營與存貸款者之不良影響。但是在金融自由化之潮流下，如此保守保護之手段往往卻

造成銀行無法與國際接軌，降低日本之國際經爭力。參閱蘇顯揚，日本金融再生相關法

案等金融改革對日本經濟景氣的影響，經濟情勢暨評論，第四卷第四期，民國八十八年

三月，第 16 頁。  
139 參閱黃仁德＝曾令寧主持，同註 4，第 272-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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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一九五二年專業與分工型態之金融制度 

日本之金融制度從十九世紀開始工業化以來，因為國民所得偏低，加上又需

要資金來進行投資，因此，創造以銀行業為中心之金融體系，一方面吸收零星存

款，一方面利用對產業融資之方式增加貨幣供給，並且在日本政府刻意之安排

下，呈現專業之分工制度140： 

一、長短期金融分離制度141： 

日本於一九五二年因為經濟復甦，資金市場需求增加，加上普通銀行放款已

呈超額狀態，故制訂「長期信用銀行法」，與普通銀行分離，一方面確保長期資

金借貸之穩定，另一方面則與普通銀行在功能上有所區分，亦即普通銀行不得從

事金融債券發行與收受長期存款等長期業務，長期信用銀行可以發行金融債券。 

二、銀行業與證券業分離制度： 

日本於其證券交易法第六十五條明文規定，禁止金融機構經營證券業務，係

仿美國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之規定而制訂。其立法理由為

                                                 
140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389 頁；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20 頁。  
141 長短期金融分離之理念，係基於英國商業銀行而來，主要係防範銀行以短期借貸供

應長期借貸，亦於擠兌之時引發無法支付之「流動性風險」。參閱沈英明等十人，我國

銀行兼營證券業務、票券及信託等業務應有防弊措施之研究，財政部民國八十六年專題

研究報告，民國八十六年六月，第 33-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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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一）為強化證券公司經營體質以發展資本市場；（二）銀行跨業經營證券

業，會使得其對於產業支配力增加，容易造成寡占143；（三）若銀行經營證券業

務，會使得從事於發行金融債券、辦理以不動產為擔保的長期放款業務、於資本

市場進行有價證券投資之「長期信用銀行」所從事之業務產生影響。（四）除了

與一九三三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之相同理由外，因為當時乃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盟軍為了促進日本民主化與防止軍閥集團之復甦，為了保護證券

業之發展，而採取分離制度以排除銀行業務之競爭144。 

根據日本證券交易法第六十五條之規定，詳細內容為：（一）凡銀行（依銀

行法、長期信用銀行法、外國為替銀行法、設立之銀行與外匯專門銀行）、信託

公司與其他依法成立之金融機構（例如保險公司、信用金庫、勞動金庫、農林中

央金庫、農林漁業協同組合等），不得經營證券交易法第二條第八項之業務。不

過銀行受顧客以書面委託，代顧客買賣有價證券而由顧客自負盈虧、或以投資為

目的、或基於信託契約由信託人自負盈虧銀行受顧客以書面委託，代顧客買賣有

價證券而由顧客自負盈虧、或以投資為目的、或基於信託契約由信託人自負盈虧

而為其買賣有價證券者，不在此限。（二）此外，關於國家債券、地方債券、與

政府保證償還本金之政府債券亦不在限制之範圍內145。 

                                                 
142 關於銀行是否經營證券業務與證券交易法第六十五條存廢之討論，參閱張捷昌，日

本新金融制度之探討，台北市銀月刊，第二十五卷第六期，民國八十三年六月，第 56-57

頁。  
143 為了反對銀行形成寡占之情形，而禁止銀行涉及證券業務，然卻造成當時證券業由

下列四大證券公司形成寡占之地位。該四大證券公司為野村證券、大和證券、山一證券

與日興證券。  
144 See Richard Dale , International Banking Deregulation – The Great Experiment：  

Reforming Japan’s Financial System , Blackwell Publishers , 88-89（19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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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與銀行分離（信託銀行）制度： 

依據一九四三年之「信託兼營法」之規定，以信託業務為主並兼營普通銀行

業務之銀行為所謂「信託銀行」，而至一九五五年後，大藏省限定以信託為主要

業務之銀行才能從事信託業務，並將其導向長期信用及信託銀行之方向，並要求

普通銀行撤銷其信託部，不許普通銀行經營信託業務。 

四、外匯專業銀行制度。 

五、專業金融體系：包括相互銀行（一九九二年改制為第二地方銀行）、信用金

庫、信用組合與農林金融體系。 

第二目  一九七三年石油危機後金融制度之檢討 

日本之金融體系，係依上述之專業分工之大原則而發展，然而至一九七三年

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制度由高度成長變為緩慢成長，並在經濟自由化之潮流帶

動下，日本之傳統專業分工金融制度受到衝擊146，其特色如下147： 

一、專業分工機制之檢討： 

                                                                                                                                            
145 參閱王文宇，我國銀行兼營證券業務法制之研究，經社法制論叢，第二十四期，民

國八十八年七月，第 14 頁；參閱許紋瑛，同註 5，第 23 頁。  
146 大藏省內金融制度研究會，新しい金融制度についてー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中間報

告，金融財政事情研究會，一九八九年五月十六日，第 32-36 頁。  
147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392-3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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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傳統分工專業金融制度，目的在因應戰後儲貸資金因供給不足、金融市

場環境不發達之現象所制訂，由各專門金融機構專責其各項經濟區域，在慢性資

金不足之現象，有效地將資金運用在各專責經濟區域上。不過在一九七三、一九

七九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已邁入穩定期，高儲貸利率使得資金大量增加與過剩

之現象，顯然已非當時專業分工制度所建立之背景，因此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二、金融技術革新與金融產品多樣化、證券化： 

銀行利用網路與電腦，可以配合客戶之需求提供專門之金融服務，也促使社會大

眾對金融商品多樣化需求增加（例如銀行與證券業合作開發一定額度以上之活

期存款自動轉存中期國債、銀行與保險業開發一種活期存款可以自動匯款給付

之養老保險帳戶）。此外，參酌歐美各國利用證券型態籌措資金之方式相當發

達（例如將長期債權轉賣或證券化之交易），而日本以證券型態將長期放款債

權流動化者，僅限於住宅抵押憑證、住宅貸款債權信託，係因若將長期金融債

券合併成較大之金額以證券化，會產生適用到證券交易法之規定，亦即基於專

業分工制度，影響金融債券化之市場發展。 

三、金融風險考量： 

普通銀行在長短期金融制度之限制下，無法發行金融債券或吸收長期存款，

但有高度長期放款之風險，其規避利率變動風險之工具遭受限制，應配合使其業

務範圍擴大，分散各種風險，並有效管理利率風險。 

第三目  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與金融制度改革相關法案之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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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技術之進步、金融自由化與全球化造成金融市場之整合，各國金融市場

朝向「無國境交易」之方向，二十四小時交易之情形出現，使得國際金融交易快

速成長，對客戶金融產品多樣化、證券化、自由化、便利性之提供更趨重要，對

於日本專業分工之金融制度，無不產生衝擊，另一方面，提升日本國內與國際上

金融之競爭力，亦是全面檢討該金融制度之原因。 

基此，日本從昭和六十年（一九八五年）以來，為促進金融機構相互間之競

爭、提高金融商品品質與改革金融制度，並對於金融業跨業經營模式加以思考改

革。首先，於昭和六十年（一九八五年）在大藏省下設立「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 

並在其「利率自由化之進展與其環境之整備」報告書148中，提出專業分工制度對

於金融機構資金籌措有所限制，並因金融機構在資金運用方面已經漸漸同質化，

而長短期金融制度分離之原則亦阻礙金融之國際化，另一方面，亦需開放金融自

由化與歐美國際金融接軌，而利率自由化之影響下，長短期金融分離制度對於金

融機構商品設計自由化之推行亦是一大阻礙。日本昭和六十年（一九八五年），

「制度問題研究會」設立，審查金融機構之意見後，於昭和六十二年（一九八七

年）發表「關於專業金融機構制度之方向149」，指出因為經濟產業結構之變化與

國際資本交易之擴大，對於現行專業分工之金融制度有必要加以改革，除了對於

長期信用制度加以檢討與外匯專業銀行金融債之發行問題，對於銀行經營證券業

務之方面，因為銀行與證券分離係法律之規範，除可以依照「相互參與對方業務」

之方法來解決外，更寬廣之開放仍是必須。 

爾後，昭和六十三年（一九八八年），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設立「金融制度

                                                 
148 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金融自由化の進展とその環境整備，金融財政事情，一九八

五年六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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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委員會」，該委員會於昭和六十四年（一九八九年）五月二十六日發表「第

一次關於新金融制度」150之中間報告書，以利用者之立場、國際性與金融秩序之

三個觀點151，提出金融制度改革之五種模式152： 

一、相互介入模式（Piecemeal Approach）： 

各金融機構，在現行金融體制架構架構下，以尊重該體制之現行業務為前

提，以漸進之方式相互參與對方業務。 

二、行業別子公司模式（Separated Subsidiaries）： 

在尊重各類金融機構現行業務之架構下，相互以設立百分之百之子公司方式漸進

介入對方業務。 

三、特例法模式（Mult-Functional Subsidiary）： 

                                                                                                                                            
149 「專門金融機構制度之方向」制度問題研究報告概要，第三七回銀行局金融年報，

一九八八年；參閱張捷昌，同註 142，第 56-57 頁。  
150 大藏省內金融制度研究會，同註 146，第 32-36 頁。相澤幸悅，金融持株會社で業界

はこう變わる，日本實業出版社，一九九七年，第 145 至 146 頁。  
151 關於「利用者之立場」，主要是金融改革主要是在提高金融機構利用者之便利性，

因應利用者對於金融商品多樣化之需求，並助於市場活絡化；「國際性」之觀點係指有

利於國內外利用者之參與、易於使外國機構參與並與外國金融制度融合；最後，「金融

秩序維持」，係考量保護存款人、維持信用秩序、防弊利害衝突與不會妨礙金融機構彼

此間之競爭。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403-408 頁。  
152 參閱林大侯=吳再益主持，利用金融控股公司推動綜合銀行相關政策法規之研究，中

華開發工業銀行委託計畫，台灣綜合研究院，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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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持各類金融機構現行業務之架構下，根據「特例法」之規定，創設新的

金融制度，稱為「特例法之金融機關」，並且以百分百出資之子公司之方式，以

經營銀行、信託、證券等其他金融業務153。 

四、控股公司模式（Holding Company）： 

在尊重各類金融機構現行業務之架構下，允許設立控股公司，各類機構透過

控股公司之模式設立其子公司，以經營不同型態之金融業務。 

四、綜合銀行模式（Universal Bank）： 

亦即該金融機構本身不但從事普通之銀行業務，並經營長期信用業務、信託

銀行業務與擔任證券商，即一家銀行可以經營其他金融機構之業務，與德國之綜

合銀行制度相同。 

不過，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與證券交易審議會討論後，從利用者之立場、信

用維持、防範利益衝突與金融秩序維持、金融機構競爭公平性之觀點認為，以「行

業別子公司」之方式為最佳跨業經營模式，而特例法之模式亦可考慮154，以行業

別子公司之跨業經營模式，仍然是基於銀行與證券業務分離之原則，故對於銀行

之信用風險便於管理；透過資訊公開與資訊流通之限制，利益衝突之弊病應可防

免；所採取特例法方式設立「特例法之金融機關」，相對於「行業別子公司」之

                                                 
153 特例法方式僅須依特例法設立一子公司即可跨業經營其他業務，而行業別子公司之

模式則必須針對不同種類之業務而分別設立各種不同業務型態之子公司。  
154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408-4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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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亦造成跨業經營之競爭不公平，而使金融秩序不安定；而行業別子公司模

式，未改變現今金融秩序狀態，對於使用者也較方便使用。而「特例法」模式不

但是創新金融型態、在競爭公平與市場穩定下，均未比行業別子公司模式為佳。 

金融制度調查委員會於日本平成二年（一九九０年）解散第一與第二委員

會，並設立「制度問題專門委員會」，而該委員會於日本平成三年（一九九一年）

發表「關於新金融制度」報告書155，除了以「行業別子公司」為跨業經營之方式

外，在組織再造方面：金融機構得設立「銀行子公司」、「信託銀行子公司」、

「證券子公司」；長期信用銀行與外匯專業銀行得設立「信託銀行子公司」、「銀

行子公司」、「證券子公司」；信託銀行則可以設立「證券子公司」；證券公司

得設立「銀行子公司」、「信託子公司」。在業務規範方面156：原則上跨業經營

之子公司業務範圍與被跨業之金融機構義務範圍之業務相同，銀行子公司從事

「銀行法」所規定之業務範圍；信託銀行子公司從事「銀行法」所規定之業務範

圍與「關於普通銀行兼營信託業務法」所規定信託業務，但貸款信託、年金信託

與金錢信託不在跨業經營範圍內；證券子公司則暫時不能經營流通市場之股票經

濟業務。另，銀行與證券公司可以對特定人招募債券與經營資產證券化相關產

品，併予說明。 

國會為配合金融制度改革，於一九九二年六月十九日制訂通過「金融制度改

革法」，並於一九九三年四月一日正式施行，該法對於金融制度改革，主要是規

定「以行業別子公司模式進行跨業經營」、「放寬銀行業務規範」與規範「確保

                                                 
155 參閱新しい金融制度についてー金融制度調查答申，金融，一九九一年七月。  
156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411-4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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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健全之措施制度」。並對於所牽涉之「銀行法157」、「證券交易法158」、

「信託兼營法159」及「獨占禁止法160」做一通盤之修正，並對於因跨業經營所

需建構之防火牆，於各法中明確之規定161。不過，從競爭公平性來觀察：日本金

融體系雖然容許以「行業別子公司」之方式加以跨業經營，並規定其持有該子公

司之股份必須超過百分之五十，若上述跨業經營若得獨占禁止委員會之事先同

意，即排除獨占禁止法第十一條原則上「禁止經營金融業務之公司持有國內公司

股份不得超過已發行總股份百分之五」之規定，明顯的破壞競爭公平性。此外，

從金融監理之角度觀察：銀行經營證券業，雖然已盡力使其防火牆之規定更行完

備，但如何徹底防弊利益衝突之問題，依然考驗金融監理主管機關；另一方面，

在金融機構購入大量股票與債券時，間接金融之比率提高，規模大之銀行在資本

市場與金融市場上更具影響力，並且銀行透過兼營方式提高對於證券之支配力，

將使公平競爭狀態失衡，造成金融秩序之不穩定，如何透過強大之金融監理機制

加以控制，仍是行政機關必須面對的大問題。最後，從業務範圍之角度觀察，若

過度限制子公司兼營業務之範圍，除與先前金融機構透過持有關係企業來兼營無

異，亦使競爭效果、金融效率不彰；若不加以限縮，則利益衝突之問題與防火牆

之規定勢必要重新思考，與以「行業別子公司」跨業兼營之方式之全盤檢討162，

                                                 
157 修正銀行法第十六條之二規定：各類金融機構對於設立之跨業經營之子公司，需持

股百分之五十以上；修正銀行法第四條，規定金融機構設立信託銀行子公司，應得銀行

之許可。  
158 增訂證券交易法第六十五之三條，明文銀行設立證券子公司並不違反同法第六十五

條之規 .定；修正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設立證券子公司時，需得證券公司之許

可。  
159 修正信託兼營法第一條之規定，明文設立信託銀行子公司時，需得信託兼營之許可。 
160 修訂獨占禁止法第十一條之規定，經營金融業務之公司持有國內公司股份不得超過

已發行總股份百分之五，但若設立跨業經營之子公司，並事先取得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許

可者，不在此限。  
161 關於防火牆之規定，所設條文有：銀行法第十六條之三第一項：「銀行與子公司依

照正常交易條件，被認為對母銀行會產生不當利益交易」；證券交易法第五十條之二、

大藏省令第二條之二（有關證券公司健全性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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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取綜合銀行制度等問題。 

第四目  金融大改革之相關內容（Japanese Big Bang） 

面臨金融自由化，美國從一九八０年代對於金融制度之改革與英國於一九八

六年進行之金融大改革，日本亦從昭和六十年（一九八五年）在大藏省下設立「金

融制度調查委員會」從事一連串金融制度之變革。不過，日本以專業分工為主軸

之金融制度並未完全改變，而自一九九三年施行之「金融制度改革法」採取以「行

業別子公司」之方式從事跨業經營，嚴重影響公平競爭秩序，加上日本泡沫經濟

崩潰，金融機構不良債權居高不下，於是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決定自平成九年（一

九九七年）起陸續實施平成八年（一九六六年163）所為之一連串金融改革措施，

以徹底解決經濟問題與重建金融秩序。而關於金融改革之內容為164（一）金融檢

查機構之改革：平成十年（一九九八年）六月在內閣總理府（同我國之行政院）

成立「金融監督廳（Financial Supervisory Agency）」，獨立於大藏省外，為人

事、會計獨立之組織，將原先由大藏省負責之金融檢查監理業務移至金融監督

廳，由該廳負責執行。（二）金融市場自由化：開放金融市場、促進金融服務業

之自由競爭與服務品質、金融衍生性產品之解禁、整建投資信託市場、資產抵押

證券（ABS）等之債權化、廢除長短期金融分離之商品界線、廢除外匯銀行制度、

允許銀行、證券與保險業得以設立子公司之方式進行跨業經營、證券公司核准制

之修正、證券公司業務多角化。（三）金融競爭公平化：建立透明公正之市場、

                                                                                                                                            
162 參閱曾國烈等十人，同註 23，第 426-427 頁。  
163 一九六六年由首相橋本龍太郎提出六大改革措施，包括財政改革、行政改革、金融

改革、社會福利改革與醫療制度改革，而關於金融改革所提出之「我國金融制度之改革

-邁向二００一年東京市場之再造」內容，即所謂「日本金融大改革（Big Bang）」。  
164 參閱蔣福齡，日本金融改革，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民國九十一年十月，第 5-6 頁；

參閱許育菁，日本金融大改革及銀行因應對策，中國商業銀行月刊，第十八卷第八期，

民國八十八年八月，第 21 頁；參閱林大侯=吳再益主持，同註 152，第 40-42 頁；參閱

許紋瑛，同註 5，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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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資訊公開、規則明確化、對違反市場規則者予以立即處置。（四）金融技術

與市場國際化：確立國際合作之金融監督機制、准許控股公司之成立與調整合乎

國際標準之會計制度。 

第五目  獨占禁止法之修正 

日本對於戰前之財閥，因欠缺管制而任其坐大。戰後，為使社會經濟力不再

集中於財閥之首，於是除命其強制解散外，並於昭和二十二年（一九四七年）制

訂「經濟力過度集中排除法」與「閉鎖機關令」，將財閥切割成數企業。並為防

止財閥再度復活、促進公平與自由之競爭環境、有效提升經濟機能、防止獨占、

寡占、事業經濟力過度集中與禁止不公平交易，於同年制訂「獨占禁止法」。其

中，「獨占禁止法」第九條之規定165，原則上禁止純粹控股公司之存在，因此所

謂金融控股公司自難有存在之法律空間。 

而自戰後，企業間之聯合行為、事業之寡占行為日趨嚴重，加上金融業與事

業均利用相互持股之情形，逐漸擴大並逐漸形成集團化之現象。於是日本於昭和

五十二年（一九七七年）第三次166修正「獨占禁止法」，該修正重點為：（一）

既存之事業不得轉型為控股公司，所稱之控股公司係指「純粹控股公司（凡以操

                                                 
165 一九九七年修訂前之獨占禁止法第九條規定，不得設立控股公司，並依該條第三項

之規定，其控股公司之定義為：「以股份保有支配國內公司事業活動為主要事業之公

司」。故獨占禁止法第九條所禁止之控股公司為「純粹控股公司」。若該控股公司除支

配旗下之子公司外，同時經營其他事業者，為「事業控股公司」，不在該法之禁止之內。

但事業控股公司受限於一九四七年七月施行之獨占禁止法第十條之規定：「禁止一般企

業持有股份」，直到一九四九年獨占禁止法修正該法第十條允許一般企業可以持有股份

之後，事業控股公司財政准許被成立。參閱李坤儀，歐美日金融控股公司之沿革組織與

現況，金融控股公司專題研討，台北金融研究發展基金會教育訓練中心，民國九十年四

月，第 41 頁。  
166 昭和二十四年（一九四九年）與昭和二十八年（一九五三年）有兩次小幅度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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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國內企業經營為其主要業務者）」，但不包括與國內操縱企業之經營業務無關

之子公司或在海外設立之子公司。（二）資本總額為一百億日圓以上或資產淨值

在三百億日圓之「大型企業」，不得持有超過其資本總額或資產淨值（以孰大者

為準）之國內企業股票。（三）修正獨占禁止法第十一條，規定金融公司不得持

有超過該企業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之日本國內企業股票，保險公司則是不得超

過百分之十。在修正前持有股票係在百分之五以上低於百分之十者，有十年過渡

期間處理。（四）經營金融業務之公司持有國內公司股份不得超過已發行總股份

百分之五，但若設立跨業經營之子公司，並事先取得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許可者，

不在此限。（五）根據獨占禁止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公司董事與重要經理人（例

如理監事、執行業務之無線責任社員、總分支機構之重要經理人等），不得兼任

他公司董事或經理人職務。 

另外，為配合平成八年（一九六六年）之金融大改革，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

所設置之「獨占禁止法第四章改正問題研究會」在深入研究後，則嚴正指出下列

理由，認為有必要開放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一）由於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間，並非純粹是母子公司之關係，而僅是兄弟公司之關係，因此較之設立異業子

公司模式，更可形成阻隔風險之功能。（二）金融控股公司較之設立異業子公司

模式，更能建立防火牆（fire wall）機制，以避免利益衝突。（三）為因應金融

仲介功能之多樣化，在經營形態上，應開放提供更安全及效率之綜合金融服務

167。特別是日本於近年來所採行之一連串金融改革措施，主要為因應金融國際化

及自由化之潮流，增強金融機構之國際競爭力，使其得以綜合地對客戶提供銀

行、證券或保險等金融服務，以符合客戶之需要或利益，進而構建有效率之金融

體制168，乃於平成九年（一九九七年）修正「獨占禁止法」第九條之規定，大幅

                                                 
167 相澤幸悅，同註 150，第 126 至 130 頁。  
168 參閱馬淵紀壽，金融持株會社，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九六年，第 31 至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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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解除對控股公司設立之管制措施，而承認金融控股公司之創設。該修正之重

點，除了承認金融控股公司之創設外，並對於「控股公司169」、「事業單位支配

力量過渡集中170」作一明確之定義解釋，並制訂「監督管理方法171」與「禁止

對事業單位支配力過度集中情形者，新設或轉換為控股公司」。 

第六目  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

関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 

因「獨占禁止法」僅作一般性之規範開放控股公司之設立。為配合金融控股

公司之解除管制，而對於特殊性質之銀行等相關金融事業作特殊性之規範，日本

於平成九年（一九九七年）立法通過「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

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関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172」及「銀行控股公

司創設特例法（銀行持株会社の創設のための銀行等に係る合併手続の特例等に

関する法律）173」，並於平成十年（一九九八年）三月十一日正式施行174，而

為放寬金融控股公司之創設開闢一條明路。除此之外，日本更於平成十一年（一

                                                 
169 法律第百二十一号（平九・一二・一二）。  
170 根據根據公正取引委員會對獨占禁止法第九條所謂「對於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控

股公司，禁止其成立」中之「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定義，係指對於國民經濟具有重

大影響力而足以妨礙市場公平自由競爭者，可分為「控股公司集團或全體的事業涉及數

種以上之行業領域，且規模明顯龐大者（戰前規模型）」、「因資金交易往來之關係，

對於其他行業造成重大影響力者（金融控制型）」、「數種以上領域彼此關連，且各自

在各自行業領域範圍內，具有明顯的領導地位者（集團交易型）」。參閱林大侯=吳再

益主持，同註 152，第 54-56 頁。參閱川越憲治，持株会社の法務と實務，金融財政事

情研究會，一九九八年，第 6-7 頁、第 30-35 頁、第 281 頁。  
171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九條第六項與第七項之規定，控股公司與該子公司之資產總和超

過三十億日圓者，該控股公司之設立必須依法向公平取引委員會提出申請，並於每事業

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檢具控股公司與該子公司之事業報告書向公平取引委員會提交。 
172 法律第百二十号（平九・一二・一二）。  
173 法律第百二十一号（平九・一二・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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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年）及平成十二年（二○○○年）兩度修正「商法」，先後分別引進股份

交換制度、股份移轉制度及公司分割制度，除使企業在組織戰略之運用上，具有

更寬廣之彈性空間外，亦使控股公司之創設方法，愈趨多樣化及明確化175。 

第三項  金融控股公司之法制架構 

第一款  金融控股公司之基本規定 

依照「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関

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之規定，所設立之控股公司為「獨占禁止法」

所定義之「純粹控股公司」，該控股公司之業務依「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

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関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之規

定，除了管理旗下子公司之業務外，本身並無其他主要業務，並且旗下之子公司

僅能侷限金融業務或與金融業務相關之其他週邊業務，不包括一般業務176。 

第一目  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

関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 

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関係法律

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並非對控股公司為一部單一之法律，將控股公司之所有

規定規定於此，而是在不變更原有法律架構下，修正與控股公司有關之「銀行法」、

「長期信用銀行法」、「外匯銀行法」、「保險業法」、「證券交易法」與「存

款保險法」之原先規定，並將以該金融事業為經營之該事業控股公司之定義、業

                                                                                                                                            
174 應注意者，乃日本「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於一九九八年十月十六日曾經再次

修正。  
175 王志誠，企業併購法制與控股公司之創設，月旦法學雜誌，第六十八期，民國九十

一年一月，第 45-46 頁。  
176 參閱黃仁德＝曾令寧主持，同註 4，第 2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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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防火牆之規制、金融監理之實行與資訊公開之法制架構於各法中增訂「控

股公司」專章。 

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伴う金融関係法律

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一共有十條，第一條為「銀行法之部分修正」、第二條

為「長期信用銀行法之部分修正（長期信用銀行法（昭和二十七年法律第百八十

七号）の一部を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第三條為「外匯銀行法之部分修正（外

国為替銀行法（昭和二十九年法律第六十七号）の一部を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

第四條為「保險業法之部分修正（保険業法（平成七年法律第百五号）の一部を

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第五條為「證券交易法之部分修正（証券取引法（昭

和二十三年法律第二十五号）の一部を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第六條為「存

款保險法之部分修正（預金保険法（昭和四十六年法律第三十四号）の一部を次

のように改正する）」、第七條為「外國證券公司之相關法律（外国証券業者に

関する法律（昭和四十六年法律第五号）の一部を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第

八條為「金融監督廳設置法之部分修正（金融監督庁設置法（平成九年法律第百

一号）の一部を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第八條為「大藏省設置法部分修正（大

蔵省設置法（昭和二十四年法律第百四十四号）の一部を次のように改正する）」、

第十條為「檢討」：本法自公布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政令所訂日期開始施行，並於

施行五年後，得依修正後銀行法等施行狀況，經檢討後如認有必要時，可根據檢

討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第二目  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施行細則（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

伴う金融関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政令（抄）177） 

                                                 
177 平成十年三月四日政令第三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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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對於因制訂「金融控股公司整備法（持株会社の設立等の禁止の解除に

伴う金融関係法律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律）」所伴隨之施行問題，與其他相關法

律為基礎，而發佈此政令。主要是針對「銀行法施行細則（銀行法施行令）178」

與「保險業法施行細則（保險業法施行令）179」做相關配合之修正。 

第三目  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銀行持株会社の創設のための銀行等に

係る合併手続の特例等に関する法律） 

鑑於銀行控股公司有助於金融業務之有效營運，本特例法之創設目的，係為了順

利推動銀行等創設銀行控股公司之措施，採取銀行等合併程序之特例與其他必

要措施，以穩定金融制度與提高利用者之便利，增進國民經濟之發展（銀行控

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一條）。而適用本法之金融機構，係指銀行法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之「銀行」與長期信用銀行法第二條規定之「長期銀行」（銀行控股公

司創設特例法第二條第一項），並且「銀行控股公司」係指銀行法第二條第十

一項規定之「銀行控股公司」與長期信用銀行法第十六條之四第一項規定之「長

期信用銀行控股公司」（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二條第一項）。本法之結

構分為三章，分別為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合併手續之特例」與第三章「罰

則」之規定。 

（一）經營機關之決策程序 

進行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銀行合併時，該以現物出資有關之新股發行之銀

行控股公司章程中，關於股票之讓渡記載須經董事會承認；若消滅金融機構之

                                                 
178 昭和五十七年政令第四十號。  
179 平成七年政令第四二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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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無此規定時，該消滅金融機構之董事會決議則依據商法第三四八條規定之

決議方式（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五條第二項）。 

（二）合併書類之作成 

為了創設銀行控股公司，本法規定銀行與該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其他金融機構進

行合併進行，因合併之「消滅金融機構」得在合併契約中規定該消滅金融機構

之股東以現物出資之目的，依該合併所應接受之「存續金融機構」之股票交付

與該銀行控股公司，並由該銀行控股公司對「消滅金融機構」之股東發行與該

現物出資相等之新股作為合併之條件（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第一

項）。除此之外，合併契約書上必須記載之事項，除商法第四百八十條之規定

外，還必須記載下列事項：（一）該銀行控股公司對於以現物出資為目的之新

股發行價額與繳納期日。（二）對銀行以現物出資為目的之新股之每股價額、

合計總額、與銀行控股公司所發行之面額股、無面額股之區別、種類與數量。

（三）與銀行以現物出資為目的之新股有關，不列入資本之金額（銀行控股公

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第四條）。 

（三）意思決定機關之承認 

合併之結果會造成「消滅金融機構」之主體消失，故必須經由股東大會之決議承

認始可進行。原則上雖有商法第四百八十條之規定，但是該合併契約書必須經

已發行有表決權股票總數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同意，但有相當於股東總數過半

數之股東，於股東大會前以書面表示反對合併之意思，並且在股東大會上對於

該合併契約書所載之合併條件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時，該合併契約書之承認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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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決議（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第五條第一項）。另該消滅金融機

構之股東，並且也是該合併後銀行控股公司之股東，對於該合併之效力可依商

法第四百十五條之規定提出合併無效之訴（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

第十一條）。 

（四）書類備置義務 

依「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第一項進行合併時，除了依商法第四百八

十條之二第一項所規定之資料外，下列資料也需一併於總行備置：（一）記載

第四條第二號所揭事項理由之書面。（二）與銀行控股公司相關之商法第四百

八十條之二第一項第三號至第六號規定之資料。（三）銀行控股公司之章程。

（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六條） 

（五）資訊公開義務 

依「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第一項進行合併時，無正當理由不許拒絕

交付繕本或抄本（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六條第二項）。若該消滅機構之

股票有質押權之設定時，該消滅金融機構依質押權設定者之請求，在股東名冊

上記載質押權之姓名與住所，並在股票記載其姓名時，該質押權者得遵照該條

件接受現物出資給付銀行控股公司之請求移交該現物出資股東所應接受之股

票（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八條第二項）。 

（六）發行新股總數之限制與受現物出資檢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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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三條第一項進行合併時，尚有銀行控股

公司發行股票總數增加之限制，不得超過已發行股票之總數與接受該現物出資

之給付而發行新股之總合數之四倍內，增加發行股票總數（銀行控股公司創設

特例法第九條第一項）。並且，於合併契約書記載之該存續金融機構之股票，

其每股價格不得超過其「股票評價額」（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第十條第一

項）。 

（七）行政制裁 

若有違背本法第六條第一項之應記載事項而記載不實、未備置所揭示之資料與違

反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無正當理由而拒絕交付繕本或抄本時，該金融機構之董

事、商號之職務代理人或經理人處以一百萬日圓以下之罰緩（銀行控股公司創

設特例法第十四條）。 

第二款  銀行控股公司 

銀行法為因應「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之制訂，其配合修正之條文如下： 

一：總則部分 

（一）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認可（銀行法第五十二條之二、五十二條之三）。 

取得子公司之銀行股票或是依政令之其他交易或行為，而轉化成銀行控股公

司者，必須事先經過大蔵大臣之認可。而該控股公司必須在上述事由發生日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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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年度經過後三個月內，向大蔵大臣檢具所規定之資料，呈報成立銀行控股公

司之宗旨。大蔵大臣依據申請者之收支預期、自有資金之適當狀況與人事結構之

確實公正三項因素來審核。 

（二）銀行控股公司董事兼職之限制（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四）。 

銀行控股公司之董事不兼任其他公司之董事與執行職務，除非經大蔵大臣認

為並無妨礙銀行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業務健全與適切營運，例外得認可之。 

二：業務規範 

（一）銀行控股公司之業務範圍（銀行法五十二條之五）。 

銀行控股公司，得經營管理依銀行法第五十二條之七第一項所列舉之子公司

從事之業務與其附帶業務外，不得經營其他業務。換言之，銀行控股公司乃「純

粹控股公司」。 

（二）對與銀行控股公司之同一人授信之規範（銀行法五十二條之六）。 

對於銀行控股公司或其他子公司之同一人授信金額，不得超過該銀行控股公

司與其子公司自有資金總和淨值，與政令規定之比率相乘所得之金額，但若事後

經由金融再生委員會承認時，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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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行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範圍（銀行法五十二條之七）。 

銀行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範圍，為長期信用銀行、證券專門公司、保險公司、

經營銀行業、證券業或保險業之外國公司、專門經營金融業相關或附屬業務之公

司、開發新事業領域之特定公司。 

（四）銀行控股公司銀行控股公司取得股票等有價證券之限制（銀行法五十二條

之八。 

銀行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不得持有、取得國內公司超過「國內公司已發行股

票總額與百分之十五相乘所的之數量或金額」之股票。此乃係為使銀行控股公司

專心經營其業務。 

（五）確保與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銀行經營健全（銀行法五十二條之九）。 

大蔵大臣為銀行業務健全經營，可以依據銀行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之自有資

本制訂「連結自有資本比率基準」，以判斷銀行經營健全性。該基準有二，「第

一基準」為擁有海外營業據點之銀行或長期信用銀行，連結自有資本比率為百分

之八以上。「第二基準」為非第一基準之情況，連結自有資本比率為百分之四以

上180。 

三：財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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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行控股公司之營業年度定義（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 

營業年度為自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之三月三十一日。 

（三）與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營業報告書（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一）。 

銀行控股公司向大蔵大臣會提出中間業務報告書與業務告書，該書類必須依

總理府令與大藏省令規定內容，將銀行控股公司與該子公司之業務與財務狀況，

連結記載之。 

（四）與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資產負債表（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一）。 

銀行控股公司向大蔵大臣提出中間業務報告書與業務告書，該書類必須檢附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書類。 

（五）與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財務與營業狀況之資訊公開（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

二）。 

銀行控股公司向大蔵大臣提出中間業務報告書與業務告書，該書類必須檢附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書類。並備置於子公司銀行之營業所，供民眾自由取閱。

而銀行子公司必須公開該銀行控股公司與銀行子公司之業務營運狀況給存款戶

                                                                                                                                            
180 銀行持株会社の連接自己資本比率基準（大藏省告示第 62 號）第一至第二條，平成

十三年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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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客知悉。而該報告內容必須在營業年度後之三個月內公告之，但可得金融再

生委員會之承認後延期公告。 

（六）與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有關書類之應記載事項（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

三）。 

銀行控股公司依據商法第二八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做成營業報告書與附屬書

類之事項。  

四：金融監理 

（一）相關書類報告資料之提出義務（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五）。 

大蔵大臣為確保銀行業務健全與適切經營，於必要時得要求該銀行控股公司

提出該銀行子公司之業務狀況與其他資料報告。不過，若銀行控股公司有正當理

由時，得加以拒絕。 

（二）對控股公司行使檢查權（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六）。 

大蔵大臣為確保銀行業務健全與適切經營，於必要時，得指派專員進入銀行

控股公司之事務所或其他機構，詢問銀行子公司之營運情況或檢查銀行控股公司

之帳簿等其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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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控股公司提出改善計畫（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七）。 

大蔵大臣為確保銀行業務健全與適切經營，於必要時，得對該銀行控股公司

要求提出改善計畫、變更其所提之改善計畫或命其為其他必要措施。而於命令銀

行控股公司為必要措施時，可一併命令該銀行子公司為必要措施。 

（四）取消銀行控股公司之認可（銀行法第五十二條之十八）。 

銀行控股公司違反相關法令、章程、命令處分內容、或其行為妨礙公益時，

內閣總理大臣得命令銀行控股公司解任其董事、監察人或為其他必要措施、停止

銀行子公司之一部或全部業務，或取消該控股公司之認可。 

五：其他規定 

（一）與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合併或營業讓與之認可（銀行法五十二條之十九）。 

銀行控股公司之合併、營業之一部或全部讓與，須得到大蔵大臣之認可，並

以銀行控股公司為存續公司。 

（二）以本國銀行為子公司之外國銀行控股公司之適用關係（銀

行法五十二條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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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國銀行為子公司之外國銀行控股公司之規定事項，依政令規

定之。 

第三款  保險控股公司 

保險業法為因應「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之制訂，其配合修正之條文如

下： 

一：總則部分 

（一）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認可（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三

條、二百七十一條之四條）。 

取得子公司之銀行股票或是依政令之其他交易或行為，而轉化成

保險控股公司者，必須事先經過大 大臣之認可。而該控股公司必須

在上述事由發生日所屬營業年度經過後三個月內，向大 大臣檢具所

規定之資料，呈報成立保險控股公司之宗旨。大 大臣依據申請者之

收支預期、自有資金之適當狀況與人事結構之確實公正三項因素來審

核。 

二：業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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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控股公司之業務範圍（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五條）。 

保險控股公司，得經營管理保險子公司從事之業務與其附帶業務外，不得經

營其他業務，並必須致力於該保險資公司經營健全。換言之，保險控股公司乃「純

粹控股公司」。 

（二）保險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範圍（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六條）。 

保險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範圍，為人壽保險公司、產物保險公司、銀行、長期

信用銀行、證券專門公司、從事經營銀行業、保險業、證券業之外國公司、專門

經營金融業相關或附屬業務之公司、開發新事業領域之特定公司。 

三：財務規範 

（一）保險控股公司之營業年度定義（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七條）。 

營業年度為自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之三月三十一日。 

（二）與保險控股公司有關之營業報告書（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八條）。 

保險控股公司向大蔵大臣會提出中間業務報告書與業務告書，該書類必須依

總理府令與大藏省令規定內容，將保險控股公司與該子公司之業務與財務狀況，

連結記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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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保險控股公司有關之財務與營業狀況之資訊公開（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

一條之九條）。 

保險控股公司向大蔵大臣提出中間業務報告書與業務告書，該書類必須檢附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書類，並備置於保險子公司之總公司，供民眾自由取閱。

而銀行子公司必須公開該保險控股公司與保險子公司之業務營運狀況給存款戶

與顧客知悉。 

（五）保險控股公司之有關書類之應記載事項（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

條）。 

保險控股公司依據商法第二八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做成營業報告書與附屬書

類之事項。 

四：金融監理 

（一）相關書類報告資料之提出義務（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一條）。 

大蔵大臣為確保保險業務健全與適切經營，於必要時得要求該保險控股公司

提出該銀行子公司之業務狀況與其他資料報告。不過，若銀行控股公司有正當理

由時，得加以拒絕。 

（二）對控股公司行使檢查權（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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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蔵大臣為確保保險業務健全與適切經營，於必要時，得指派專員進入保險

控股公司之事務所或其他機構，詢問保險子公司之營運情況或檢查保險行控股公

司之帳簿等其他資料。 

（三）要求控股公司提出改善計畫（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三條）。 

大蔵大臣為確保保險業務健全與適切經營，於必要時，得對該保險控股公司

要求提出改善計畫、變更其所提之改善計畫或命其為其他必要措施。而於命令保

險控股公司為必要措施時，可一併命令該保險子公司為必要措施。 

（四）取消銀行控股公司之認可（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四條）。 

保險控股公司違反相關法令、章程、命令、處分內容、或其行為妨礙公益時，

內閣總理大臣得命令保險控股公司解任其董事、監察人或為其他必要措施、停止

保險子公司之一部或全部業務，或取消該控股公司之認可。 

五：其他規定 

（一）與保險控股公司有關之合併或營業讓與之認可（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

之十五條）。 

保險控股公司之合併、營業之一部或全部讓與，須得到大蔵大臣之認可，並

以保險控股公司為存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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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本國保險為子公司之外國銀行控股公司之適用關係（保

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六條）。 

以本國銀行為子公司之外國銀行控股公司之規定事項，依政令規

定之。 

（三） 申報事項（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七條）。 

保險控股公司有本條之事項時，必須依總理府令、大藏省令之規

定，向大 大臣申報。 

（四） 認可之失效（保險業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十八條）。 

若自認可日起算六個月內為施行認可之事項，或該認可保險控股

公司變成不是以保險公司為子公司之控股公司時，該認可喪失效力。 

第四款  長期信用銀行與長期銀行控股公司 

長期銀行法為因應「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之制訂，其配合修正之條文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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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期信用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認可（長期信用銀行法第十六條之二）。 

取得子公司之銀行股票或是依政令之其他交易或行為，而轉化成以長期信用

銀行為子公司之保險控股公司者，必須事先經過大蔵大臣之認可。而該控股公司

必須在上述事由發生日所屬營業年度經過後三個月內，向大蔵大臣檢具所規定之

資料，呈報成立保險控股公司之宗旨。 

（二）長期信用銀行控股公司有關之業務規範可（長期信用銀行法第十六條之

四）。 

長期信用銀行公司之子公司範圍，為銀行、證券專門公司、保險公司、從事

經營銀行業、保險業、證券業之外國公司、專門經營金融業相關或附屬業務之公

司、開發新事業領域之特定公司。 

（三）銀行法之準用。 

第五款  證券公司 

證券交易法為因應「銀行控股公司創設特例法」之制訂，其配合修正之條文

如下： 

（一）金融檢查（大藏大臣）與相關書類報告資料之提出義務（證券交易法第五

十五條）。 

 100



 

大蔵大臣為確保公共利益與保護投資大眾，於必要與適當時，得命以證券公

司為子公司之控股公司提出業務報告、財務報告與其他資料報告，或指派專員進

入該控股公司之事務所或其他機構，詢問證券子公司之營運情況或檢查銀行控股

公司之帳簿等其他資料。 

（二）金融檢查（大藏大臣）與相關書類報告資料之提出義務（證券交易法第六

十五條之二）。 

大蔵大臣為確保公共利益與保護投資大眾，於必要與適當時，得命依交易法

第六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認可從事證券業務之金融機構為子公司之控股公司提出

業務保告、財務報告與其他資料報告，或指派專員進入該控股公司之事務所或其

他機構，詢問證券子公司之營運情況或檢查銀行控股公司之帳簿等其他資料。 

第六款  存款保險法之修正 

（一）銀行控股公司之定義（存款保險法第二條）。 

本法所稱銀行控股公司，係指「銀行控股公司」、「長期信用銀行控股公司」、

「外匯銀行控股公司」。而取得「破綻金融機構」之股票而設立之以銀行為子

公司之控股公司，必須經銀行法等之認可。 

（二）資金援助之申請（存款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六十條）。 

取得「破綻金融機構」之股票而設立之以銀行為子公司之控股公司，或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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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銀行控股公司等提供資金融通之金融機構等，得向存款保險公司申請資金援

助。 

（三）資金援助適格性之認定（存款保險法第六十一條）。 

破綻金融機構與救濟銀行控股公司提出資金援助申請時，得以該公司與該破綻金

融機構提出適格性認定之申請。 

第四項  金融商品販賣法（金融商品の販売等に関する法律，簡稱「金融サービ

ス法」）181

觀諸日本早期金融機構商品銷售之法律制度，主要是以投資人保護為中心所

建構之有價證券交易機制。基本上，早期乃是藉由學說之努力，以日本「商法」

第五百五十二條第二項及「民法」第六百四十四條有關委任之規定為基礎，導出

證券業對其顧客為投資推薦或銷售投資商品時負有說明義務，如有違反即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其後並為諸多司法裁判所肯認182。蓋證券業是以專業投資經驗及能

力，而搏得投資人之信賴，故應負較高之注意義務。尤其因證券業較諸投資人在

資訊取得方面，是立於優勢地位，而具有資訊不對稱之關係，故解釋上亦得依日

                                                 
181 參閱王志誠，金融機構商品銷售之立法與課題，2002 年相關主題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東吳大學法學院，民國九十二年四月，第 10-17 頁。  
182 有關日本證券業應負說明義務之裁判，參閱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6 年 2 月 10 日判決；

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7 年 4 月 20 日判決；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7 年 8 月 28 日判決；大

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7 年 11 月 9 日判決；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 8 年 5 月 20 日判決；廣島

高等裁判所岡山支部平成 8 年 5 月 31 日判決；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8 年 9 月 13 日判決；

仙台高等裁判所平成 8 年 10 月 14 日判決；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8 年 11 月 25 日判決；

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8 年 11 月 27 日判決；京都地方裁判所平成 8 年 11 月 28 日判決；

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9 年 1 月 28 日判決；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9 年 5 月 30 日判決；大

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9 年 6 月 24 日判決；橫浜地方裁判所平成 10 年 5 月 13 日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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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法」第一條第二項所規定之誠信原則，導出證券業對顧客應負說明義務183。

又早期日本就適合性原則之採行，乃是以自律規範之方式處理，蓋依日本證券業

協會所訂定之「公正慣習規則」第九號「協會會員之投資勸誘暨顧客管理規則」

（協會員の投資勸誘、顧客管理に關する規則），則要求證券業協會之會員與顧

客為有價證券之買賣或其他交易時，應備置顧客資料卡，並載明顧客之姓名住所

及連絡地址、職業及年齡、資產狀況、有價證券投資經驗之有無、交易種類、顧

客之動機、本人確認之方法及其他必要事項等。 

其後，日本於平成四年（一九九二年）修正「證券交易法」時，則嘗試將適

合性原則明文化，而於「證券交易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證券公司及其負責人

或使用人，對顧客應誠實公正地執行業務。」亦即，要求證券業於向顧客為投資

推薦時，即相當於販賣投資商品，而負有提供完整資訊，並明確說明商品內容、

風險及契約型態等之義務。此外，日本於「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更規

定證券公司應謀求適合其顧客之知識、經驗、投資目的及財產之交易，而揭示證

券公司銷售商品應遵守適合性原則184，如有違反，依日本「證券交易法」第五十

六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則應負行政責任。至於日本學說及司法裁判上，一般

亦認為證券業應遵守適合性原則，且如有違反適合性原則者，亦屬私法上之違法

行為185。另外，日本「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二條亦禁止證券業或其負責人及員工

從事提供斷定性之投資判斷、全權委託投資、約定營業特金、大量推薦販賣、搶

                                                 
183 參閱近藤光男＝川口恭弘＝上嶌一高＝楠本くに代，金融サ－ビスと投資者保護法，

中央經濟社，平成 13 年，第 103 至 104 頁。  
184 參閱近藤光男＝川口恭弘＝上嶌一高＝楠本くに代，同註 183，第 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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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交易（frontlining）或其他有害公正交易或證券業信用之行為186。 

問題在於，日本過去所建立之說明義務或適合性原則，其適用對象似僅以證

券業為限，原則上並未擴及其他金融業。此外，日本近年在進行之金融體制改革

後，金融機構已得對投資人或消費者提供多樣化及高度化之金融商品或服務，從

而建構能讓不具有專門學識經驗之投資人或消費者安心交易之體制，則為重要課

題187。有鑑於此，日本乃於平成十二年五月三十一日公布「金融商品販賣法」，

全法共九個條文及附則三項，並於平成十三年四月一日起正式施行。 

依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之規範內容，首先是將其規範主體定位為金融商

品販賣業者（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二條第三項），且解釋上尚包括損害保

險之保險代理人及保險經紀人、人身保險業務員及證券外務員等188。又所稱金融

商品之販賣，除銷售行為外，更包括為金融業或顧客所為銷售之代理及居間（日

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二條第二項）。其次，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所規範

之金融商品販賣行為，更廣泛地包括與儲蓄存款人或定期存款人締結存款契約、

與合會會員締結契約、與委託人締結未特定信託財產運用方法之金錢信託契約、

與要保人締結保險契約、代理或居間取得有價證券或有價證券衍生性商品交易、

代理或居間取得信託受益權、抵押證券、商品投資受益權、小額債權或表彰可轉

                                                                                                                                            
185 森田章，投資勸誘と適合性の原則－－金融商品の販賣等に關する法律の制定の意

義，民商法雜誌第 122 卷第 3 號，2000 年，第 311 頁；山田誠一，勸誘規制，ジュリス

トNo.1139，1998 年，第 47 頁。  
186 除此之外，日本「證券交易法」當然亦就內線交易、短線交易、操縱市場行為及其

他不公正交易設有禁止規定。參閱日本「證券交易法」第一百六十六條、第一百六十七

條、第一百六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六十條、第一百五十七條。  
187 參閱神作裕之，消費者契約法と金融商品販賣法，ジュリストNo.1200，2001 年，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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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定存單之金錢債權、締結商品投資契約、締結特定債權等合夥契約、締結不動

產特定共同事業契約、辦理或經紀有價證券期貨交易、有價證券指數等期貨交

易、有價證券店頭選擇權交易、有價證券店頭指數等交換交易或店頭金融衍生性

商品交易、辦理或經紀匯率、貨幣價格或其他指數期貨交易或其他政令所定行為

（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二條）。簡言之，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對金融

機構所規範之行為，其範圍包括銀行、信託、保險、證券、期貨或其他具有投資

性金融商品之銷售。至於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之基本架構，主要是明定金融

機構商品銷售之說明義務及引進適合性原則。 

第一款  說明義務與民事責任 

首先，依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金融商品販賣業

者等於販賣金融商品時，應於金融商品販賣以前，對顧客說明下列所定事項（以

下稱「重要事項」）：（一）就該金融商品之販賣，如有影響利率、貨幣價格或

有價證券市場價格或他指標變動，而生本金虧損或生虧損之虞之直接原因，其意

旨及該指標。（二）就該金融商品之販賣，如有影響販賣金融商品業者或其他人

之業務或財務狀況變化，而生本金虧損或生虧損之虞之直接原因，其意旨及該業

者。（三）除前二款規定外，就該金融商品之販賣，如有直接影響顧客判斷而生

本金虧損或生虧損之虞之政令所定重要事由，其意旨或該事由。（四）就該金融

商品之販賣，如對所得行使之權利或契約解除權，設有期間之限制者，其意旨。」

而明揭金融機構之說明義務及其重要內容。具體而言，金融機構於銷售金融商品

時，應對顧客說明價格變動之市場風險、金融機構之信用風險、其他致生本金虧

損或生虧損之虞之風險、權利行使期間或解除權行使期間之限制等重要事項189，

                                                                                                                                            
188 參閱潮見佳男編著，消費者契約法 ˙金融商品販賣法と金融取引，經濟法令研究會，

2001 年，第 113 頁。  
189 參閱潮見佳男編著，同註 188，第 118 至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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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非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三條第一項所列舉之重要事項，金融機構

如因故意或過失而為不實說明，或怠於為必要調查或告知，致生損害顧客之情事

者，則依一般民法上之債務不履行原理負其責任。惟應注意者，乃如顧客是具有

投資專門知識及經驗之機構投資人或特定資格者，或顧客明示不必說明者，則似

無再責成金融機構履行說明義務之必要。有鑑於此，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

三條第四項並規定：「第一項之規定，不適用於下列所定事項：（一）顧客對金

融商品之販賣等，為政令所定之具有專門學識經驗者（於第八條第一項稱為「特

定顧客」）。（二）依顧客之意思，表明就重要事項不必說明者。」明定在一定

條件下，可免除金融機構之說明義務。惟解釋上，如顧客是因金融機構之不當誤

導而表示不必就重要事項說明者，金融機構自不得據以免除其說明義務190。 

此外，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四條至第六條則是分別就違反說明義務之

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金額之推定及民法之補充適用等事項，加以明文規定。

蓋依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四條之規定：「金融商品販賣業者等依前條之規

定應對顧客說明重要事項而未說明時，應對顧客賠償因此而生之損害。」乃特別

就金融機構違反說明義務之效果，明定為應負無過失之侵權行為責任191。又為避

免顧客舉證所受損害金額之困難，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五條第一項並採舉

證責任倒置之立法，將顧客因金融機構違反說明義務所受損害之金額，推定為本

金虧損之金額。亦即顧客不必舉證實際損害之發生、違反說明義務與損害發生之

因果關係及所受損害之實際金額，而僅須舉證銷售金融商品之金融機構，並未就

價格變動之市場風險、金融機構之信用風險、其他致生本金虧損或生虧損之虞之

風險、權利行使期間或解除權行使期間之限制等重要事項，善盡其法定之說明義

                                                 
190 松本恒雄，消費者契約法˙金融商品販賣法と金融取引，金融法務事情第 1587 號，

2000 年，第 9 頁。  
191 參閱潮見佳男編著，同註 188，第 127 至 130 頁；岡田則之＝高橋康文編，逐條解說

金融商品販賣法，金融財政事情研究會，平成 13 年，第 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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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本金受虧損等事項，即為已足192。除此之外，依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

六條之規定，日本「民法」上有關過失相抵及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短期時

效等規定（日本民法第七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七百二十四條），自亦有適用之

餘地。 

第二款  適合性原則之確立 

其次，就適合性原則而論，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七條則規定：「金融

商品販賣業者等於辦理業務而為有關金融商品販賣等之推薦時，應致力於確保其

適正性。」而明定金融機構於銷售金融品所應遵守之基本原則。蓋依投資人自己

責任原則，投資人雖應本於自己之判斷及責任，以投資金融商品，而自負其盈虧，

但如金融機構未能提供投資人可從事合理投資判斷之基礎，而為有害投資人合理

判斷之行為，則從維持金融市場之健全性、公正性及透明性等觀點，仍應採取必

要之管制錯施193。換言之，金融機構對顧客推薦金融商品時，仍應確保其手段之

適合性，而不得違反適合行原則。至於何謂不適合之推薦，解釋上應包括詐欺性

推薦、強迫性推薦、訪問交易性推薦及其他不符合顧客屬性194、投資經驗、知識、

投資目的、財產狀況等之推薦。此外，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八條並要求金

融機構負有推薦方針之擬訂義務及公開義務，如有違反，依日本「金融商品販賣

法」第九條之規定，則可科處日幣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另就金融商品之推薦方

針而言，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八條第二項則規定：「推薦方針則應揭示下

                                                 
192 參閱山田誠一，金融商品の販賣等に關する法律の成立，金融法務事情第 1590 號，

2000 年，第 12 頁。  
193 參閱證券取引法研究會國際部會編，證券取引における自己責任原則と投資人保護，

日本證券經濟研究所，平成 8 年，第 4 頁。另關於適合性原則與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之

關係，參閱潮見佳男，投資取引民法理論（四 ˙完）－－證券投資を中心として－－，

民商法雜誌第 118 卷第 3 號，1998 年，第 363 至 380 頁。  
194 所謂顧客屬性，例如顧客之年齡、職業及家庭環境等。潮見佳男編著，同註 188，第

1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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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三款事項：（一）依推薦對象之知識、經驗及財產狀況，所應考量之事項。（二）

對推薦對象就推薦方法或時間，所應考量之事項。（三）除前二款所定事項外，

為確保適正推薦之相關事項。」其中，第一款乃是與適合性原則有關之事項，其

而僅列舉知識、經驗及財產狀況等三種，並未包括投資目的，似有缺漏。第二款

則是與推薦方法有關之事項，主要包括是否將從事訪問交易性推薦、禁止詐欺性

推薦或強迫性推薦、揭露說明內容及方法等。至於第三款則應指必須載明爭議處

理程序及投資廣告之處理方式等195。 

問題在於，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第七條雖就適合性原則設有抽象性規定，

但就不適合之推薦行為，卻未明定其法律責任，如較諸說明義務之相關規定，在

法理上難免有失均衡之憾。有鑑於此，向來日本司法實務上就適合性原則所作之

裁判，如有利於消費者或投資人者，即使在日本「金融商品販賣法」制定後，解

釋上仍應續予援用。又如金融機構違反其所揭示之推薦方針，則可做為判斷金融

機構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或附隨義務之重要標準196。 

                                                 
195 參閱潮見佳男編著，同註 188，第 153 至 160 頁。  
196 參閱松本恒雄，消費者契約法 ˙金融商品販賣法と金融取引，金融法務事情第 1587

號，2000 年，第 10 頁；高橋利昌，勸誘方針の適正の確保の規制，銀行法務No.588，

2001 年，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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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洲聯盟 

就金融控股公司應如何規範，歐洲聯盟與歐洲主要國家對此問題之立法將於本節

詳述之。在歐洲大陸，因為國家繁多，各國因應其歷史背景發展出的金融制度

未必一致，也因而在規範上出現歧異，歐洲聯盟為達歐洲統合之目的，因而訂

出一致性之標準以期消弭歧異。在歐洲聯盟日益擴大之今日，歐盟之規範自越

趨重要。然於歐盟未加規制的部分，各會員國之內國法自有補充之餘地，而會

員國眾多，無法一一列述，以下僅擇數重要會員國，加以介紹，以期對此一問

題有一完整之理解。 

歐洲金融體系複雜，主要有英國金融控股公司與德國之綜合銀行，兩大體系

並存，因此在歐盟法制上以金融集團稱之，不使用金融控股公司這樣的名詞，在

歐盟法上凡提供綜合性金融服務之集團均為其所欲規範之對象，而此集團之組織

型態為何，並非重點。就金融集團在競爭法上應如何規制的問題，首先參考歐洲

聯盟對金融集團之指令可得一輪廓，再就歐洲競爭法之面向深入觀察，以期窺其

全貌。於歐洲共同體法其後並列主要會員國—於此指英國與德國，蓋其為金融控

股公司與綜合銀行二大體系之代表，介紹其對此問題之規範模式。 

第一項  歐洲金融制度發展概述 

第一款  從分散到整合之因素 

歐洲金融市場整合的動機有四個重要面向197。第一，當歐洲小國的國家銀行

發生變故（例如，瑞士與荷蘭），這些小國會面對經濟困難。第二，銀行時常以

                                                 
197 Jean Dermine, “European Bank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ystem, Second ECB Central Banking 

Conference Frankfurt and Main, , 2（October,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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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跨越國界而擴展銀行的營業範圍，面臨危機因此要清算(winding-up)，其

程序是相當複雜的，況且，國際銀行的停業(the closure of an international bank)

也 可 能 導 致 跨 國 的 連 鎖 效 應 (cross-border spillovers) 。 第 三 ， 為 了 要 調 和

(harmonization)消費者保護法與國家監理事務間的衝突，以及為了要確定國營事

業或加值稅不會成為歐洲公司（具有效率的歐洲公司）開創與成長的絆腳石，所

以擬定適合歐洲商業真實狀況的法律是必要的。第四，如果歐洲各會員國對經營

管理作了很有周到的考量，這會增大集中(concentration)的程度，因此為了要促

進中小企業能夠在會員國裡開創與成長，嚴格地監控銀行業上的競爭程度是必要

的。 

根據歐洲社會的商業特色，歐洲執委會與歐盟理事會對歐洲金融市場整合可

分為五個時期198說明： 

（一）從一九五七至一九七三年：解除進入國內市場的限制 

一九五七年羅馬條約(the Treaty of Rome)的其中之一的方針，是要整合國內

市場，而達到單一共同市場，然而理事會所採用的自由與設立限制的廢除以及提

供銀行與其它金融機構自己雇用的活動自由指令(the Directive on The Abolition 

of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and Establishment and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self-employed Activities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199，並沒有達到羅

                                                 
198 Ibid, at 3 – 11. 

199 Council Directive No. 73/183/EEC, COUNCIL DIRECTIVE of 28 June 1973 on the 

abolition of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and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in 

respect of self-employed activities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 L 045 , 19/02/1975, p. 0021. 

 110



 

馬條約的方針。這是因為規定資本流通的規範，嚴格地限制國際上的競爭，而且

在他會員國經營的銀行也必須受到各會員國法令的限制。因為這些問題，所以歐

洲社會決定要調和規範(harmonizing regulations)。 

（二）從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年：規範調和的多種嘗試 

調和規範的第一步驟是採用一九七七年關於接納與從事信用機構的法律、規

範、行政規則協調的第一銀行指令(the First Banking Directive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Credit Institution)。第一銀行指令呼應了一九八七年統一銀行、帳目格

式與消費者保護之兼有合併信貸機構監理性質的指令(Directive on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 on a Consolidated Basis on a Uniform Format for Bank Accounts, 

and on Consumer Protection)的擬定。第一銀行指令提供母國監理 (home country 

control) 原則，也就是說，地主國不會對在兩個以上的會員國裡經營的信用機構

負有監理的責任，這個責任則是由母銀行的母國來承擔的。由於那時歐洲銀行市

場狀況仍還沒有達到統一200，因此從一九八三年至一九九二年，為了要達到歐洲

金融整合，於是採用新的方法。 

（三）從一九八三年至一九九二年：對單一銀行執照(a single banking license)、

母國監理(home country control)、相互承認(mutual recognition)、跨國服務

自由(freedom of cross-border services)、與內部市場完成(the completion of 

                                                 
200 這樣的分業有四個主要原因：(i) 銀行必須得到它國監理人的授權才能在他國經營。 

(ii) 外國銀行仍然受到地主國的監理。它的活動範圍也會受到地主國法律的限制。 (iii) 

如果母公司要創立分行，分行則必須像欲開創新的銀行一樣，擁有特別指定的資金。 (iv)

資本流動的限制仍然嚴重地危及國際服務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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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market)的顧慮 

為了要達到歐洲整合，歐洲執委會採用了強而有力的整合方法，也就是兼有

低限度調和性質的國家規範與母國監理。它在一九八五年的內部市場完成之白皮

書(a White Paper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裡說明了欲達到單一銀

行執照、母國監理與國家承認(national recognition)的宗旨。第二銀行指令201也納

入了這三個原則。第二銀行指令核准下面情況：於銀行經由授權能夠在母國提供

跨國的金融服務的條件下，經過會員國授權的全部信用機構，而且不需要進一步

的授權，可以在其它會員國裡設立分行或提供跨國的金融服務。 

必須注意的是，歐洲聯盟採用了綜合銀行模型。在國家規範者監理金融集

團、銀行所有權架構(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banks)以及銀行與產業界的關係之

下，綜合銀行模型准許銀行從事投資性銀行活動(investment banking activities)。 

一九九八年的資本流通自由化指令(the 1988 Directive on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Flows)提供防衛條款。防衛條款准許會員國對給付差額平衡問題(balance 

of payment problems)，採取必要措施。但是對於資本流通的完全自由與永久自由

規定，資本流通自由化指令並無明確地規定。 

一九九二年的歐洲聯盟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批准(confirmed)單一市場計畫，也明確地支持權力分散原則(the principle of 

                                                 
201 Council Directive 89/646/EEC, SECOND COUNCIL DIRECTIVE of 15 December 198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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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ralization)，也就是把規範與監理權力配給會員國國家中央銀行。只有在特

別地情況下，歐洲中央銀行必須得到歐洲理事會許可，才能進行規範或監理金融

機構。 

在另一方面，除了瑞士之外，歐洲自由貿易聯盟(EFTA)的會員國在一九九

二年五月十三日加入了歐洲經濟區(EEA)的事實，隱含了歐洲經濟區國家接受歐

洲銀行立法，其中包含了單一銀行執照、母國監理、相互承認與容納共同規範

(acceptance of the common regulations)。 

（四）一九九年起：單一貨幣的產生 

歐元紙鈔與硬幣在一九九二年一月裡引進歐洲聯盟。給付系統(the payment 

system)與票據交換機制(the clearing mechanism)是單一貨幣重要的特徵。給付系

統以國家中央銀行標準編制，金融機構之間的大型及時總額清償(large 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s)是經過歐洲中央銀行目標系統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arget System)而流通的。但是，給付系統的編制卻被認為是歐洲整合的絆腳石

202。 

（五）從二００一年至二００五年：金融服務活動計畫(the Financial Services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77/780/EEC, 

Official Journal L 335 , 10/12/1998, p. 0067. 

202 Supra note 197, at 7. 單一貨幣與 馬斯垂克條 約一起，對 國家謹慎的 判斷 (national 

discretion)而 言 ， 會 減 少 關 於 經 濟 策 略 的 範 圍 。 Also see Group of Ten – Report on 

Consolid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January 2001, page 148, at the website: 

http//222.imf.org/external/np/g10/ 2001/ 01/Eng/ pdf/ file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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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lan)的創立 

為了要在二００五年之前達到銀行與資本市場的全部整合，理事會在一九九

九年五月發起歐洲執委會所提議的金融服務活動計畫(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ion Plan)。這計畫的目標是要與其它四個方針一起發展立法與非立法架構(the 

legislative and non-legislative frameworks)。前面所指的四個方針是單一歐洲聯盟

批發市場(a single EU wholesale market)、開放且安全的零售銀行(retail banking)

與保險市場、完善的謹慎規則與監理，以及給與最理想的單一金融市場最適宜且

較寬鬆的條件（這是不可缺的財政規則）。 

雖然歐洲官方為了要達到金融市場整合目的，而使用了不同法律策略，但是在現

實社會裡，歐洲聯盟幾個會員國裡的金融活動似乎是蠻複雜的，況且金融集團

的形成也替要整合的歐洲金融市場增添了商業複雜性。 

總而言之，歐洲金融規則整合過程始於在羅馬條約訂定二十年所出現的第一

銀行協調指令(the First Banking Coordination Directive)，而且繼之一連串對歐洲

聯盟會員國金融規範體系調和的指令。這過程也開始把承認競爭(the recognition 

of competition)視為第二銀行協調指令(the Second Banking Coordination Directive)

規範的主要目標。 

雖 然 歐 洲 聯 盟 每 個 會 員 國 規 範 體 系 均 具 「 制 度 或 垂 直 面 模 式 」

203(“institutional or vertical model”)為基礎之共有特色，然其各會員國的金融規範

                                                 
203 這模式是對一九三０年代的危機製造，它在一九五０與一九六０年代時還在運作。

See Enrico Maria Cervellati,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EU Count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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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是不同的，這情況反映在不同種類的各會員國國內的金融市場。 

歐洲金融整合因此分成三大階段204。原則上，歐洲金融體系是基於國家規範

模式，也就是會員國各自國家機關的規範模式。在這金融整合的第一階段當中，

會員國仍然存有共識，亦即以移除歐洲聯盟會員國間的金融服務自由流動的障礙

為其主要目標，所以，歐洲聯盟對金融市場的立法是以「規則間的競爭」

（”competition among rules”）概念為基礎，例如：每個歐洲聯盟會員國應該承認

其他歐洲聯盟會員國的法律效力、規則與標準。第二銀行協調指令把相互承認規

則列在其中。相互承認規則是以兩個重要概念為基礎：「內國監理」與「最低限

度標準的調和」。「最低限度標準的調和」是對歐洲的共有謹慎監理提供一些最

低限度標準；相對著，對於歐洲聯盟各會員國的不同金融體系、立法架構、歷史

經歷、財政標準的背景，「內國監理」似乎是唯一能在歐洲裡能整理出一套監理

合併的適用工具。 

再把第二銀行協調指令說明一下。這指令也提供包含在歐洲單一證照的一列

活動，例如：一個信用機構經由母國的批准，能夠在每個會員國從事金融活動活

動。對於投資服務規定，投資服務指令(the Investment Services Directive)也准許

這些活動，投資服務指令條款也因此從銀行監理擴張到金融機構的監理。 

前面所述的指令是在擁有歐洲貨幣聯盟(EMU)構想之前擬定的，「相互承

認」最少在未來預知裡大概被視為欲達到的目標。 

第二階段是指整合指令間的聯繫，特別是第一階段所提的第二銀行協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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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投資服務指令與相互承認規則間的聯繫。 

整合的最後階段則是由歐洲貨幣聯盟來代表。這階段創造出以歐洲中央銀行

(ECB)為中心的歐洲體系中央銀行。歐洲中央銀行(ECB)與國家中央銀行一起對

整個歐洲貨幣聯盟的貨幣政策負責。 

以上階段視為漸進規範調和，而且應該祇被考量為實現歐洲金融服務單一市

場的調解方法。 

在金融創新過程、歐洲貨幣聯盟以及晚近單一歐元引進的刺激之下，歐洲金融市

場與活動的演進已開始走向重新思考的規範體系。投資人近來傾向於將他們全

部儲蓄由銀行存款轉向證券投資，金融仲介業市場佔有率相對於銀行業而言有

所增加，促進了金融業（不祇是銀行）規範與監理的需要。為了要由加強金融

市場的透明度、監控金融市場商業行為的正確性，來保護投資人與存款人與私

人發行證券相關的風險，以及為了維持金融體系個體經濟與總體經濟的穩定

性，促進金融規範與監理是必要的。從垂直控管至水平控管方式的轉變、結構

監督控制與放棄進場障礙、維持競爭卻不影響金融穩定性的規範目的，以上諸

項乃是歐洲規範體系基礎轉變的基本要素。在金融公司與銀行上，謹慎監理的

特定規範以及競爭重要性的新強調，已經發出新的光芒。 

伴隨著合併、收購或金融領域間的結盟(alliances in financial sectors)，歐洲金

融市場之競爭性也隨之增加。由此現象可得知：傳統的「結構─行為─行銷模式」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模式，意味著結合與競爭負相關的現象，但是這

                                                                                                                                            
204 Ibid, at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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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負面相關的現象並沒有一般地應用在規模經濟上，而且只有大規模的代理人

(agents of large dimension)可以實施執行有效的競爭政策(effective competition 

strategies)。在這些情況之下，較多的結合也可以導致較多的競爭。也就是說，

結合與競爭之關係不可一概而論(a priori sign)，其理由一則是，幾個歐洲國家在

小型地方市場擁有兼有租借地位的地方市場，而這特徵是分業銀行體系

(fragmented banking system)；其理由二則是，零售市場通常是取得利潤較多的部

分(segment)，但是大規模的銀行卻無法開拓零售市場。由於結構管控型態的規範

導致了銀行市場過度分業，所以，Enrico Maria Cervellati205把歐洲銀行體系上的

金融集中之增加估計為其的邏輯答案206。（參考底下【圖 2-1】簡式流程圖） 

原始歐洲銀行與金融市場  

 

 

 

 

 

 

 

結構管制形式的規範 

銀行市場過度細分 

                                                 
205 Enrico Maria Cervellat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206 Supra note 203.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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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金 融集團的創始 
歐洲銀行體系的集中增加 

在金融整合過程中所產生的金融合併，可不可以在各個金融機構上的風險增

加新的領域？ 

二００一年一月出的金融領域合併的報告 ─ G10207 的作者表示以下意

見：在國家與歐洲程度上，對於各個公司風險(individual firm risks)以及金融整體

系統穩定風險(the risk to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a whole)，金融整合意味

下面兩點： 

一、金融整合促使地理位置多樣化 

二、金融整合促使產品多樣化 

因為金融整合當中涉及到其它因素208，所以產品多樣化是金融整合過程中的產

                                                 
207 Group of Ten – Report on Consolid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January 2001, at the 

website http://222.imf.org/external/np/g10/2001/01/Eng/pdf/file3.pdf，。  
208上述所提的因素之一是指法人消費者實施的壓力。經過系統的調配或是合併與購物，

加上歐洲單一貨幣的出現的影響，法人消費者數目正在增加當中。在歐洲聯盟幾個會員

國裡擁有實質存在地位的事業個體，持有成本動機 (cost incentive)才會統合他們的銀行

關係，以及大概是要集中他們一部份或是全部基金(treasury)與其他金融運作。為了要繼

續成為這些顧客的指示銀行(a reference bank)，提供較多的市場以及在較多市場裡運作

是重要的。以較多的顧客資料來提供廣泛範圍（不同種類）的產品以及從無利息的來源

增加銀行的年所得比率，對銀行而言，是較經濟的。在傳統地朝銀行型態的歐洲金融體

系 裡 ， 大 型 銀 行 已 經 以 直 接 或 經 過 附 屬 公 司 的 方 法 來 從 事 資 產 管 理 活 動 (asset 

management activity)。同註 204，第 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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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金融整合也加強金融機構對消費者提供大範圍產品的慾望，以及進一步在法

人交易上產生新的方針。這方針是指收購另一金融領域的生產量。因為前面的原

因，所以常常會有金融集團的合併與併購現象。 

歐洲金融集團是結合兩種或多種媒介物(intermediaries)的產物，例如：銀行、

資產管理公司、證券經紀人(stockbrokers)、私立銀行機構(private banking entities)

與保險公司等媒介物。雖然跨越歐洲金融領域的合併現象比在金融領域本身領域

裡合併發生的還不時常，「集團」這單位的功能，對歐洲的跨國交易而言，有時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誘 因 。 近 幾 年 來 有 設 立 幾 個 跨 國 的 金 融 集 團 ， 例 如 ：

Unidanmart-Menta Nordbanken。 

幫助金融集團的成長的另一個誘因則是要改進對於明確交叉補貼 (explicit 

cross-subsidization)的不同活動209的缺乏。這些不同活動係歸究於機構風險寫照的

其它形式金融合併的擴張。所以，跨國經營通常以經營不同業務管道的子公司的

金融集團來實行的。 

第三款  合併與併購於金融集團之影響 

合併與併購對金融集團的效力與影響有正負兩歧。從正面的角度來看，金融

集團能夠以商標、商譽和顧客資料做為其資本，而且可提供有益的多樣化服務。

他們供應成本低廉遠距的金融服務(low cost remote banking services)，這種服務是

消費者理財經濟(consumers’ economy)提供有限的好處。從負面的角度來看，由

於金融集團同時經營多種事業的關係，所以它導致了風險控制結構(the risk 

control structure)。這裡有一些關於負面影響的要點： 

                                                 
209 Supra note 11,at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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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事務上，達到金融集團結構上的管理效率的過程中所面臨的困難：不同金

融個體的管理團隊間有文化衝突的風險，而且估計金融集團機構本身的合理

評價，以及估計支付過高價格的風險也是很困難的。 

二、有增加風險取得(risk-taking)的傾向，這傾向可以特別的下者看出：銀行併購

者(the acquiring bank)正在進入新的市場或者進入以利潤揮發性較高的市

場。所以，如果早期的目標沒有達成，金融集團可能採用較有風險的政策來

達到他們的利潤目標。 

三、因為金融集團本身的複雜性，要市場清楚地評估金融集團的風險寫照(the risk 

profile)也可能困難。 

四、對於金融整體系統上的風險寫照，歐洲金融市場整合提出一個論點：在沒有

規範機關的干涉之下，「龐大」的金融集團可能導致削減以及瓦解整個歐洲

金融系統之疑問。 

第二項  歐洲金融集團現行之規範與監理 

第一款  歐洲聯盟金融集團監理規範對金融集團之控管 

 歐盟法律制度與我國法律體系不完全一致，故先對歐洲法律體系為一概述，

以明各具體法規範之性質，再就歐洲現行之金融集團控管規範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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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歐洲聯盟規範體系簡介210

歐洲聯盟之法源主要可分為三部分211，基礎法、派生法與案例法。基礎法係

指創立歐洲煤鋼、原子能、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聯盟之創始條約；派生法則指

共同體機構依創始條約之授權所制訂之法規，包括規則 (regulation)、指令

(directive)、決定(decision)、建議(recommendation)及意見(opinion)：而判例法則

係指歐洲法院與歐洲第一審法院所為之判決212。 

 作為歐洲聯盟基礎法的條約，常為抽象的規定，而授權予派生法為具體細部

之規定，而EC條約更為一框架性之條約，多為原則性規定，必須由理事會(council)

或執委會(commission)為更具體之規定，因此這些派生規範構成歐洲聯盟法律制

度之實質部分。在五種派生法之法規形式中，建議與意見欠缺法律之拘束力，此

為EC條約第二百四十九條213第五項所明訂，故於此不論。依據第二百四十九條

第一項之規定，歐盟採取了聯合立法之制度，歐洲議會、理事會、執委會共同完

成立法，原則上執委會有提案權，而由歐洲議會和委員會共同決定214，然此程序

與本文關涉較少，為免冗長，於此亦不論。就派生法而言較重要者為其法律效力

之歧異，以下分述。 

                                                 
210 詳細內容請參考王泰銓，歐洲共同體法總論，第二章，三民書局，1997。  

211 http://europa.eu.int/eur-lex/en/about/pap/process_and_players2.html 

212 王泰銓，同註 210，第三章。  

213 本文所謂之EC條約，即指經由尼斯條約整合過之完整的歐洲共同體條約--Consolidate 

Vers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325/132,24.12.2002。  

214王泰銓，同註 210，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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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regulation)，依據EC條約第二百四十九條215第二項之規定，規則乃普遍

適用性，在每一方面均具拘束力並直接適用於各會員國境內之法規範。依據此定

義，進一步引伸，規則係對「抽象類屬之所有不特定之人事物」216為規範，並非

針對特定對象而為之。受規範者必須適用規則之全部，無選擇其他形式和方法之

可能，並且一經頒佈立即對會員國生效，無須經內國法立法轉換即對各會員國內

國生效。理事會和執委會均有權制訂規則，然依據EC條約第二百一十一條顯示，

執委會所制訂規則之權限乃基於理事會之再授權，所制訂具體實施辦法，於二者

抵觸時，理事會制訂之規則具有優越地位。 

指令(directive)，依據 EC 條約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以其欲達成之

目的結果拘束其所指涉之會員國。申言之，此乃特定會員國負達成指令所設定之

結果之義務，因而需經會員國於內國法層次制訂或修正其內國法以達指令所設之

目的，並且既然僅著重於結果之達成，會員國自有權選擇達成目的之法規形式與

方式。 

決定(decision)，依據 EC 條約第二百四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在一切方向對

其指涉對象具有強制力。亦即就具體事件受規範之對象，直接生效。決定與規則

相較，二者規範客體不同，前者其係針對特定之事項，後者乃針對不特定之人事

物；與指令相較，二者效力不同，指令尚須經內國法轉換方得具體發生效力，而

決定係直接生效。決定，理事會與執委會均得發佈。 

                                                 
215 在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條約失效後，派生法之法規形式即限於EC條約所定之五種

態樣。  

216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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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法院之判決，在實務上不僅就具體案件適用法律，而更進一步於解釋適

用法律時，為創設法律見解而形成新的法律原則，發揮其造法功能，直接填補共

同體基礎條約之漏洞並補充派生法之不足。 

以上所述之規範相互間除了基礎法有明顯優於其他規範外，諸規範間適用上

之位階性並不若內國法般清晰。而就某事項之規範，有時並不能從單一規範尋

得，而是諸多規範同時、相互補充之適用，此亦為歐洲聯盟法律制度之特性。 

第二目  歐洲聯盟對金融集團之規範 

歐洲對金融集團對金融服務業之控管向來係以分業管理為原則，亦即針對銀

行、保險、投資、資產管理分別發佈相關指令以規範217之，然隨著全球化之趨勢，

對此分業管理之方式，歐洲時興改革之意，並於 2002 年進行金融服務活動計畫

(Financial Services Action Plan )218，而發佈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第 2002/87/EC號

                                                 
217 例 如 Council Directive 79/267/EEC of 5 March 197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direct life assurance ,Official Journal L 063 , 13/03/1979 P. 0001 - 0018; 

Directive 98/7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October 1998 on 

the 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 of insurance undertakings in an insurance group, Official 

Journal L 330 , 05/12/1998 P. 0001 - 0012;Fourth Council Directive 78/660/EEC of 25 July 

1978 based on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on the annual accounts of certain types of 

companies,Official Journal L 222, 14/08/1978 P. 0011 - 0031; Directive 2000/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rch 2000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Official Journal L 126 ,26/05/2000 P. 0001 - 

0059 ; First Council Directive 73/239/EEC of 24 July 1973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direct insurance other than life assurance ,Official Journal L 228 , 16/08/1973 P. 

0003 - 0019….。  

218 EU Financial Services Briefing, Oppenheimer Wolf &Donnelly Llp, issue 3, Mar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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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首度將金融服務業視為一整體而規範之。 

歐洲聯盟法律規範特性質，如上所述，而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第 2002/87/EC

號令219既為一指令，故僅設定一結果，而使會員國負擔設置能達成該成果制度之

義務。此指令雖亦授權執委會於執行此指令之範圍內為補充性的措施，然此為針

對金融集團所為的第一個指令，且於二００二年十二月十六日甫完成立法程序，

實欠缺其他派生法與歐洲法院判決足以闡釋補充，故於此單就此指令為論述，將

來隨著實務之法展，對此指令自可能有不同於目前之理解。惟就現階段而言，要

瞭解歐洲聯盟對金融集團之管制在法規範上的看法，唯有此指令而已。又此指令

既為針對金融集團為整體性之規範，其目的在填補金融服務部分部門管理所產生

之漏洞，故原來單獨針對各金融服務部門之規則、指令、決定，在不抵觸此指令

之前提之下，對金融集團內之各該部門仍具效力。 

此指令僅為一框架性、原則性之標準，細部之規範委由會員國決定，並預留將

來依據執行情況而形成發展之空間，第 2002/87/EC 號指令僅有三十三條，以下

僅就對金融集團之營業及管理有關之部分加以論述。 

而除了第 2002/87/EC號指令對金融集團之整體規範為說明外，於金融服務法

律計畫(Financial Services Action Plan )中上包含另一項維護金融市場正潔性的指

令，此指令為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第 2003/6/EC號指令220，雖此指令並非針對金融

集團而設，主要規定金融證券之交易規範，但金融集團亦為從事證券交易之機

構，故亦為規範客體。並且指令著重內部資訊持有者與市場上一般交易大眾之公

                                                 
219 Directive 2002/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02,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L35, 11.2.2003. 

220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3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e (market abuse), OJ L96/16,12.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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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而金融集團較之其他金融機構握有較多與市場價格有關的資訊，此指令就

金融集團之管理而言更屬重要，於此並予論述。 

一、金融集團之定義 

為了有效地達到補充監理(supplementary supervision)之目的，只要非單純只

供信用、保險、投資等金融服務中之一種的集團，達到此指令所設定門檻者，即

可認為是金融集團而規範之，而不論此集團法律上的組織架構為何。此種見解避

免各會員國因各自金融機構組織型態不同，在內國法律上所採取監理方法之歧

異。 

從第一條可以明白看出本指令之目的與客體為何，其為彌補分業監理之不足

而為補充監理，故受規範機構原則上限於已受相關指令規範的機構，並修正已存

之相關指令，也正因如此本指令不就金融集團之營業範圍為規定，蓋其已具體規

定於個相關指令之內。第二條則詳細列述在該指令中名詞之定義，例如何謂信用

機構、保險公司、投資公司、混合金融控股公司(mixed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等等；而第三條與第四條則詳細說明，如何界定金融集團，包括實質上之判斷標

準為何，及何機關有權為此一判定。 

決定金融集團之判別標準有三，三者均需符合始得認係屬金融集團。並且雖集團

本身不具下列條件，然集團中之子集團符合以下之要件，該子集團亦認係屬金

融集團。 

（一）集團(group)之總公司或子公司之一為第一條列示 221 之指令所規範之信

                                                 
221 包括 73/239/EEC指令第六條(First Council Directive 73/239/EEC of 24 July 1973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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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險、投資機構。 

所謂集團依據本指令第一條第十二項之規定，係指母公司、子公司、與母公

司或子公司具有參與關係222或 83/349/EEC指令223第十二條第一項關係之機構之

總和，合先敘明。 

集團之總公司為金融部門224機構之母公司225或對金融部門機構具參與關係

或是與金融部門機構具 83/349/EEC指令第十二條第一項關係之機構。換句話說

金融集團的總公司為信用、保險、投資公司或混合金融控股公司。而若集團之總

公司非本指令第一條所指之機構，則此集團之主要營業活動必須發生在金融部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direct insurance other than life assurance,Official Journal L 

228)、79/267/EEC指 令 第 六條 (Council Directive 79/267/EEC of 5 March 197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direct life assurance ,Official Journal L 063 , 13/03/1979)、

93/22/EEC指令第三條第一項(Council Directive 93/22/EEC of 10 May 1993 on investment 

services in the securities field ,Official Journal L 141)2000/12/EC指令第四條(Directive 

2000/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rch 2000 relating to the 

taking 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credit institutions,Official Journal L 

126 ,26/05/2000 )。  

222  所 謂 參 與 關 係 ， 依 據 同 指 令 第 一 條 第 十 一 項 之 規 定 ， 指 理 事 會 第 四 號 指 令

（78/66/EEC）第十七條第一句所指，以參與公司經營為目的而取得對資本之權利者，

或是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20﹪有投票權股票或資本。  

223 Seventh Council Directive 83/349/EEC of 13 June 1983 based on the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on consolidated accounts , Official Journal L193, 0001-0017（18/07/1983） . 

224 依據第二條第八項之規定，金融部門 (financial sector)係由下所列部門機構所構成：

(a)2000/12/EEC指 令 所 指 的 銀 行 部 門 （ 含 信 用 機 構 ， 財 務 機 構 與 銀 行 服 務 輔 助 事 業 ）

(b)98/78/EC指令所指的保險部門（含保險事業、再保事業、保險控股公司）(c)93/6/EEC

指令所指的投資服務部門（含投資公司與財務機構）  

225 依據第二條第九項之規定，母公司係指對他公司具有 83/349/EEC指令第一條之地位

者，或是主管機關認其對他事業有主控之影響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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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所謂主要營業活動發生在金融部門，依據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金融部門之

機構總值佔集團之資產負債表百分之四十以上。 

（二）集團的金融部門中至少有一機構屬保險部門，另一機構係屬信用或投資部

門。 

（三）保險部門或信用與投資部門之聯合或統合營業活動之總和必須具有重要

性。 

指令要求金融部門之聯合或統合營業活動在集團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此所

謂「重要性」乃是量化的一具體標準，而定明於第三條第二、第三項。亦即：每

一金融部門活動平均而言，佔所屬之各自金融服務機構資產負債表百分之十以

上，並佔所屬金融機構清償要件(solvency requirement)百分之十以上。 

若集團中最小金融部門之資產負債表總值達到六百萬歐元者，即應推定為第

二條第十四項 E 款所定之「具重要性」之跨部門活動存在。然於此情形卻未達

上述百分之十之的門檻者，主機關管機關考量事實情狀後，例如上述比例未達百

分之五或市場佔有率未達百分之五，認其納入本指令適用範圍內就監理目的之達

成為不當或欠缺必要性時，得以一般同意(common agreement)之方式，不將其列

入金融集團或不適用本指令第七、第八、或第九條。為此同意時須通知其他相關

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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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為一般性之標準，然而主管機關或協調人(coordinator)226於某程度

內為達監督之目的得為適當之調整。已被認為係屬金融集團，因嗣後情事變更致

不達此指令所設門檻，為避免因短期波動即變更金融團之認定，第三條第一項之

門檻於三年內降低為百分之三十五，第二項之門檻降低為百分之八。金融集團之

判定權限委諸各國之主管機關，協調人於此僅處於輔助之地位。各主管機關間於

判定金融集團時必須密切，而合作意見不一致時亦需充分溝通。完成判定後由協

調人通知已被認定為金融集團之機構並通知部長理事會227。 

二、金融集團指令之適用範圍  

在全球化趨勢之下跨國公司日增，而對這些跨國集團應如何監理，則成了重要

之問題。此問題不但涉及監理實效性之問題，並涉及與第三國監理權限衝突時應

如何之處理之問題。因此對此指令之適用範圍不得不為一界定，其區分金融集團

總公司位於共同體之內與共同體之外的第三國兩種情形，而為不同之處理。當受

本指令規範機構總公司所在之第三國之監理機關與會員國主管機關合作，而能達

成監理之目標時，會員國即承認該第三國之監理權限與措施。於此前提之下各國

規範之透明度與與第三國主管機關資訊之交流即日趨重要。 

（一）依據第六條至第十七條實施監理之金融機構 

依據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有三類金融集團須依第六條至第十七條監理。第

一種為第一條所指之受規範之機構228為金融集團之總公司；第二種則指其母公司

                                                 
226 分業監理乃為固有之常態，實際上為達有效監理之目的，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必須指

派一協調人，整合各監理機關，提供資訊交流之平台，於具體案件判定是否屬於金融集

團。  

227 關於歐洲聯盟之架構，詳參王泰銓，同註 210，第四章。  

228 依據第二條第四項之定義，所謂的受規範機構係指信用、保險、投資公司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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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部在共同體內之混合金融控股公司229，而為第一條所指之受規範機構；第三

種則為與其他金融部門具 83/349/EEC指令230第十二條第一項關係的第一條所指

之受規範機構。若此金融集團又屬於他集團之子集團時，而該他集團又屬於上述

金融集團時，得只對此一母集團依據第六條至第十七條實施監理。上述之各種集

團，均位於共同體內，而完全依共同體法律規範。 

（二）依據第十八條實施監理之金融機構 

依據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金融集團之總公司為信用、保險、投資公司或混

合金融控股公司，但其總部位於共同體之外時，依據第十八條母公司於共同體之

外之監理。 

（三）由相關主管機關決定適用範圍 

依據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凡對受規範機構231之一具有參與關係232或資金

關係，或是因其他原因對其具有重要之影響力之人，但又不屬前述兩種情形時，

主管機關以一般同意(common agreement)，依據會員國內國法決定監理之密度。 

三、集團中的風險集中(Risk concentration ) 

                                                 
229 依據第二條第十五項之定義，混和金融控股公司，係指總公司雖非信用、保險投資

公司，然而其集團中至少有一子公司屬於上述三者，並此子公司的總部位於共同體之內。 

230 Seventh Council Directive 83/349/EEC of 13 June 1983 based on the Article 54 (3) (g) 

of the Treaty on consolidated accounts,Official Journal L193, 0001-0017（18/07/1983） . 

231 同註 228。  

232 同註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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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第二條第十九項之規定，風險集中係指，對集團中信用、保險或

投 資 機 構 的 清 償 能 力 或 財 務 狀 況 的 所 有 足 以 造 成 威 脅 的 損 失 可 能 為 揭

露。此揭露一義務可能由債務人不清償風險(credit risk)、投資、保險、市

場風險、或其他風險，單獨或交互作用所致。  

為避免不同金融部門233間之風險交互影響，對金融集團之風險必須為一定之

控制，而對需為控制之風險為何，及應為如何之控制，此指令並無具體之規範，

而是設立一些初步原則，留待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形成細部規則並予以執行。就風

險集中之管理而言，主要為協調人(coordinator)之職權，如風險之判定、受理金

融集團之風險報告時等。而依據第七條與第九條與附件二之規定，可以得出如下

所示在監理上之初步要求。 

（一）金融集團之報告義務 

依據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金融集團應規律（至少一年一次）地，就集團層

次之重要風險集中現象，向協調人(coordinator)報告。 

必要的相關資訊於由集團中適當之機構向協調人提出。此所謂適當之機構因此金

融集團之組織構成型態不同而有差異，在第一條所定機構為集團之總公司之情

形，固由此總公司負提出資訊之義務；於其他情形則由混合金融控股公司，或

是協調人經與主管機關與金融集團諮詢後所指定金融集團中的信用、保險或投

資公司。 

（二）金融集團之設置風險管理程序義務 

會員國之主管機關應要求金融集團設立適當之風險管理程序。而此風險管理

程序應包括如下之內涵： 

                                                 
233 係指各類別的金融服務，相對於監理時於金融集團層次將所有金融服務集合規範，

個別的金融 服務僅為部 分的 (sectoral)，稱之為 金融部門， 而就各別金 融服務所為 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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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集團之管理組織應就其認為可能具有風險之策略或政策，設有健全的

治理與管理機制以評估是否同意此策略或政策，並定期重新評估之。再者，適當

的資本政策，以因應集團之商業政策之風險預估（Risk Profile），並符合第六條

與附件一所定之資本適足性之要件。最後，此種風險控管系統必須與集團內各別

機構組織體系相容，以有效評估與控制整個金融集團層次之風險。 

第七條第四項進一步說明就各金融部門所為之規範對整個金融集團之效

力。其規定，若集團之總公司為混合金融控股公司，而集團中最重要金融部門234，

若受有關風險集中之法則（此法則僅針對該金融部門而設）235規範時，此法則對

整個金融集團均應適用。 

雖指令已設定金融集團之義務，然何者方為應受規範之風險，在共同體尚立

法前，則容許會員國主管機關進一步量化或以其他標準認定，然於具體個案之判

斷則委由協調人(coordinator)為之。協調人對風險集中之認定所應採取之原則，

指令已於附件二中有所說明。 

依據附件二之規定，協調人應於諮詢主管機關之意見後，認定何者風險須為

第七條第二項之報告。當為此認定時，協調人及主管機關均應考量金融集團之風

險管理架構。協調人為了為此認定，應於諮詢會員國主管機關與該金融集團後，

依據法定自有基金(regulatory own fund)或是技術性條款(technical provisions)而訂

定一判斷門檻。在監管集團風險集中時，協調人應特別監控風險於集團內擴散的

可能性、利益衝突的可能性、規避有關金融部門規範之可能性，以及上述諸可能

                                                                                                                                            
範，則稱為金融部門規範(sectoral rules)。於此需注意者，雖稱為部門，不代表其組織型

態上為法人之內部單位，而僅為相對於金融集團而言。  

234 依據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此係指該金融部門之活動之資產負債表之總值占金融部

門機構之資產負債表之總值比率最高者。於計算此比率時，銀行與投資部門合併計算。 

235 此所謂的「針對金融部門」而設之法則，係指基於金融服務分業監督而對特定金融

服務類型所為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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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程度。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得在金融集團層次適用各金融部門有關風險集中

之規範，特別是在避免規避金融部門規範236時，更是如此。 

上述規定，並未限制金融集團之行為，僅使其負擔報告義務，並賦予會員國

主管機關相當的形成空間。 

四、集團內部交易(intra-group transaction)之限制 

依據第二條第十八項之定義，集團內部交易係指金融集團內之信用、保險、

投資機構，直接或間接與集團內之其他事業體或與集團內其他事業體有密切關聯

237(close link)之法人或自然人以信賴上述事業體及自然人或法人會履行義務為

前提而為交易。此義務之履行不論是否基於契約或是為清償債務，均屬之。 

而集團內部交易與風險集中均係從集團內部而為控制，以避免金融集團跨業

經營之缺失，也正因此此二者在規範上有重複之處。其亦於第八條、第九條與附

件二為原則性之規範。然對需為控制之集團內部交易為何，及應為如何之控制，

此指令並無具體之規範，留待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形成細部規則並予以執行。就集

團內部交易之管理而言，主要為協調人(coordinator)之職權，如內部交易之判定、

受理金融集團之交易報告時等。而依據第八條與第九條與附件二之規定，如同風

險集中，集團內部交易也可以得出如下所示在監理上之初步要求。 

                                                 
236 同註 233。  

237 依據第二條第十三項，所謂密切關聯，係指法人與自然人或法人與法人間具有參與

並控制關係。參與關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事業之超過有投票權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股份或

是資本。所謂控制關係指，83/349/EEC指令第一、第二條所指之事業體之子母關係，或

法人與自然人或法人間類似此指令所定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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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金融集團有報告義務。依據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金融集團應規律（至

少一年一次）地，就集團層次之重要集團內部交易現象，向協調人(coordinator)

報告。若尚無依據附件二第一段最末句所定之判斷門檻時，凡其金額超過資本適

足要求百分之五的集團內部交易，推定具有重要性。 

而必要的相關資訊由集團中適當之機構向協調人提出。此所謂適當之機構因

此金融集團之組織構成型態不同而有差異，在第一條所定機構為集團之總公司之

情形，固由此總公司負提出資訊之義務；於其他情形則由混合金融控股公司，或

是協調人於與主管機關與金融集團諮詢後，其所指定金融集團中的信用、保險或

投資公司。 

與風險集中之規定相類似，集團內部交易亦於第八條第四項進一步說明就各

金融部門所為之規範對整個金融集團之效力。依其規定，若集團之總公司為混合

金融控股公司，而集團中最重要金融部門，若受有關集團內部交易之法則（此法

則僅針對該金融部門而設）238規範時，此法則對整個金融集團均應適用。 

雖指令已設定金融集團之義務，然何者方為應受規範之集團內部交易，在共

同體尚立法前，則容許會員國主管機關進一步量化或以其他標準認定，然於具體

個案之判斷則委由協調人(coordinator)為之。協調人對集團內部交易之認定所應

採取之原則，指令已於附件二中有所說明。 

依據附件二之規定，協調人應於諮詢主管機關之意見後，認定何者風險須為

第八條第二項之報告。當為此認定時，協調人及主管機關均應考量金融集團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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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管理架構。協調人為了為此認定，應於諮詢會員國主管機關與該金融集團後，

依據法定自有基金(regulatory own fund)或是技術性條款(technical provisions)而訂

定一判斷門檻。在監管集團內部交易時，協調人應特別監控風險於集團內擴散的

可能性、利益衝突的可能性、規避有關金融部門規範之可能性，以及上述諸可能

性的程度。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得在金融集團層次適用各金融部門有關集團內部

交易之規範，特別是在避免規避金融部門規範239時，更是如此。 

與風險集中相似，本指令並未禁止金融集團為集團內部交易，而僅使其負擔

報告義務，然此並不表示任何集團內部交易在歐盟法律體系均當然合法。 

五、集團內部管理機制 

    除了上述就風險集中之集團內部控管制度設有規範外，就其他事項之一

般性內部控制機制，此指令亦設原則，以期以集團內部管理準則之設立之方式，

達到有效監理之目的。此指令就內部控制機制設定一定之基準。 

 依據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會員國之主管機關應要求金融集團設定內部控

制機制，此機制應包含健全之治理程序與會計準則。而同條第三項進一步闡述內

部控制機制之內涵，依據此規定，內部控制機制至少應包括者有二。其一為，考

量資本適足性時，得檢測出足生實質風險或與自有基金之風險之機制。其二為健

全之通報與會計程序以監管、偵測、控制集團內部交易與風險集中所產生之風

                                                                                                                                            
238 同註 235。  

239 同註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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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第九條第四項，更使會員國負有使屬於第五條範圍內之集團內所有機構，就

所有與監理有關資訊之之製成，設有適當之內部控制機制之義務。 

六、內線交易與操控市場 

內線交易與市場操控對市場，合稱為市場濫用(market abuse)，其主要規定在

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第 2003/6/EC 號指令，正如本目一開頭所述，此指令雖非針對

金融集團而設，但於金融集團適用上具有重大實益。本指令僅有二十條，規範內

線消息與操控市場之定義，並訂有違反此指令所定義務之法律效果，最後說明各

會員國主管機關應相互合作，並其會員國能在此指令所定義務與人民各項基本權

利間謀求平衡。 

指令之目的在維持證券交易市場的正潔性，並交易大眾對公開市場之信賴，

蓋內線交易(insider dealing)與市場操控(market maninpulate)行為，嚴重危害到金

融市場之正潔性與公眾對市場之信賴，進而導致金融市場崩潰。而若欠缺金融市

場，企業即難以募集資金而發展，國家經濟難以進展，故金融市場之正潔性與公

眾對其之信賴乃經濟持續發展進步之前提。因而此歐洲共同體法，對市場資訊之

流通與相關市場資訊之分析之散佈，不得不有所規制。於二００三年四月十二日

公佈施行此一指令。此指令主要適用在已發行金融憑證或請求准予發行中金融憑

證之發行人（含自然人與法人），但於此金融憑證之交易與運作相關者，亦受規

制。  

（一）內部資訊之管制 

於此先說明內部資訊之定義，依據此指令第一條第一項，內部資訊又可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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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第一種為與發行金融憑證240有關之資訊，舉凡具價格性質，而直、間接與金

融憑證發行人有關而未公開的資訊，而此資訊若公開會對金融憑證或與其相關衍

生商品之價格有重要影響。第二種為與期貨（derivative on commodities）相關的

資訊舉凡具價格性質，直、間接與期貨有關而未公開的資訊，而市場上之交易人

所預期之價格有關。第三種為執行買賣金融憑證訂單所取得之資訊，此係指包含

於客戶之訂單或預定之訂單之中的資訊而具有價格性質，並直、間接與金融憑證

發行人有關但未公開的資訊，並且資訊若公開會對金融憑證或與其相關衍生商品

之價格有重要影響者。對此種內部資訊，本指令禁止持有此資訊之人，買賣相關

金融憑證，並禁止其洩露此資訊，而發行金融憑證之機構，更應將內部資訊予以

公開。 

第二條第一項詳細說明負禁止買賣義務之人，依據本條之規定凡持有內部資

訊之人均不得為自己獲第三人買賣或嘗試買賣與此內部資訊相關的金融憑證。同

                                                 
240Article 1 paragraph 3 ."Financial instrument" shall mean: 

-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as defined in Council Directive 93/22/EEC of 10 May 1993 on 

investment services in the securities field(9), 

- units in collective investment undertakings, 

- money-market instruments, 

- financial-futures contracts, including equivalent cash-settled instruments, 

- forward interest-rate agreements, 

- interest-rate, currency and equity swaps, 

- options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any instrument falling into these categories, including 

equivalent cash-settled instruments. This category includes in particular options on 

currency and on interest rates, 

- derivatives on commodities, 

- any other instrument admitted to trading on a regulated market in a Member State or for 

which a request for admission to trading on such a market has been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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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第二段則進一步說明取得內部資訊原因，凡因為發行者之合夥、經理、監察、

持有資本而取得內部資訊或是因為執行業務或犯罪行為而取得資訊者，均屬受買

賣禁止規範規制之人。而此所指之「人」，包含自然人與法人，若為法人，則受

規制者尚及於參與法人為交易決策之自然人。第三條則規範了內部資訊之流通，

依據此條之規定，第二條所定之內部資訊持有人，除因執行業務之正常範圍內，

不得洩漏此資訊於其他任何人；更不得基於此資訊，引誘惑建議他人買賣與此資

訊相關之金融憑證。除此二條之原則外，第四條更擴受規範主體，包括任何明知

或可得而知其所持有之資訊為內部資訊之人，均應遵守第二條之禁止買賣與第三

條之禁止散佈之義務。 

第六條則針對內部訊之公開之具體之措施為規定，除了使金融憑證之發行人

公開內部資訊之外，尚含技術性之建議，以使會員國得為有效之控管。本條第一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金融憑證發行人公開內部資訊，並於適當期間內公布於發

行人之網站上。同條第二項則說明例外不予公布內部資訊之情形，譬如為確保發

行人合法利益並且不予公布不會誤導市場而其能確保此資訊之機密性。而各會員

國並得命發行人為此種決定時通知主管機關。第三項則劃定應負責公布資訊之

人，依此規定，發行人及其代理人或代表人需為完整而有效之內部資訊之揭露，

尚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為其工作而接觸此內部資訊之人的名單，並適時更新此一名

單。然而接受內部資訊之人，若因法律或契約負有保密義務，則無需為資訊之揭

露。第四項規範對解除職務後人員之通知義務，雖已不再為機構金融憑證之發行

人為管理職務，仍須向主管機關報備其與該金融憑證之發行之股份、衍生證券、

或其他相關金融憑證之交易。 

（二）市場操控之禁止 

第五條明白揭示，任何人均不得從事市場操控之行為。所謂「市場操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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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第一條第二項定義有三：其一影響價格之交易或訂單，包括為給予金融憑證之

供給、需求、價格假訊息或誤導訊息之交易或訂單，以及為使價格維持在不正常

或人為之水平而為交易或訂單；再者，為使用偽造證券之交易或訂單；其三為傳

佈不實消息，若明知或可得而知關於金融憑證之訊息為不實或有誤導情事而散

佈，並因而直、間接獲利者，均屬之。並於同條項中，例示屬於前三種市場操控

之例子，譬如獨自或與他人合作，為確保於特定金融憑證之供需上價格或其他交

易條件上之優勢之行為；或如，於市場將終結時買賣金融憑證，而誤導其他投資

人以此結尾價格跟進：更如，預設立場而利用媒體發表關於特定金融憑證之意

見，並因此種意見而獲利，但並未充分揭示此種利益衝突之情況於公眾之情況。

以上之定義僅為原則性之闡述，會員國於立法時應確保「市場操控」之定義能涵

蓋實務上所產生新型態的操控市場行為。而基於防止市場操控情況發生，各會員

國應設有適當之規範以確保散佈與金融憑證相關資訊或研究之人，合理的注意其

所散佈之資訊或研究之公正性，並揭示其所涉及之利益衝突狀況。（三）執行控

管之技術性指示。 

就內部資訊之管制與市場操控之禁止，本指令除設定受規範主體與具體義務

外，並就主管機關應如何執行，以便達成管制之目的，有所著墨，僅就此諸管制

技術性措施為敘述。就市場濫用之管制，會員國應設置單獨之管理機關241，並賦

予此機關調查權，各會員國主管機關間更應相互合作242。而各會員國有權就市場

濫用行為設有刑罰或行政罰鍰，而就主管機關所為之各種決定，應設有司法救濟

程序。而執委會為因應科技之發展，並有權就內部資訊之揭露、公眾對此資訊之

接近取得、應受規範之人、應受規範之交易等為技術性、執行性之措施。就此諸

控管方式，最特別者乃主管機關之調查權，於本指令第十二條詳細列舉主管機關

所得為之調查行為，使主管機關更能有效執行此一指令。以下列舉本指令中賦予

                                                 
241 詳參本指令第十一條。  

242 詳參本指令第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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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調查權限，依據本指令第十二條第一項，行使調查權之機構不限金融

主管機關，亦可與其他機關共同行使或由司法單位為之。第二項規定調查權之內

涵，而此調查權至少需包含文件調閱權、詢問相關人員之權、調閱通聯記錄之權、

停止有違法疑義之運作、延緩交易進行、請求凍結或扣押財產、請求暫時停止執

行業務。第十四條第三項更規定，會員國應對不配合調查權行使之人處以罰鍰。 

小結：關於 2002/87/EC號指令，以上僅就與金融集團行為規範有關之部分為

敘述，至於有關金融集團資本適足性之問題因與本文之目的關涉較少，略而不

論，至若其餘其他有關金融部門243之現存指令之修正，多係針對各自之金融部

門，於金融集團層次適用上之關連性更是有限，為求精簡不為贅言。由上述之規

範，可以將歐洲聯盟對金融集團之規範政策簡化為以下數點：其一，係對金融集

團之認定基準採取彈性之標準，不以特定種類之法律組織架構為限；再者，尊重

第三國對金融集團之監理權限，並重視各國主管機關間之資訊交流及合作；其

三，對於金融集團之行為規範著重於集團內部控管制度之建立，而非集團外部營

業活動之限制。蓋藉由定義各金融部門組成機構之方式244，歐洲聯盟即已設定了

金融集團之營業種類，而於得為營業活動之範圍內，其所應遵守之外部行為規範

於 2002/87/EC號指令尚未為具體之規定，相關金融服務部門所現存之規範，於各

該部門自有適用；最後，為維護金融市場之正潔性，2003/6/EC號指令規範相關

市場資訊之管制，而金融集團之業務範圍既涵蓋金融憑證之交易，自受規範。 

第二款  競爭規則於金融集團實務之適用 

                                                 
243 同註三十九。  

244 例如 2000/12/EC第一條第一項明訂從事對公眾存放款或可償還基金業務，而給予利

息者，為信用機構；而金融機構則指同條第一項以外之信用機構，其主要營業活動為獲

得持股或為同指令附件一第二至第十二點所列之活動。對各機構為不同之定義，於金融

集團層次為規範時即可藉由是否列入某機構，而決定金融集團之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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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令顯示歐洲共同體對金融集團之初步規範政策態度，如上所述，其並

未就金融集團之營業活動為應遵守之外部行為規範為具體之規定，既無規範，更

何論此外部行為規範於競爭法領域之適用。然而金融集團既為事業之一種，自受

歐洲競爭法之規範，就其行為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自從歐洲競爭法為判斷，其營

業活動外部行為基準亦從歐洲競爭法中探求。故於此先論述歐盟競爭法之相關規

範，再為重要會員國競爭法之引介，說明此會員國就金融集團在競爭法上有無不

同於一般事業體之特別之規範。 

歐洲共同體競爭政策基於三個密集地相互關連的支柱，這三個支柱都是要把

有效的競爭好處帶給消費者以及加強歐洲工業的競爭優勢。第一，要積極執行禁

止企業從事不合理且有限制性的協議或業務，以及積極執行禁止企業對它們持有

市場濫用它們的優勢地位的競爭規則。這個執行活動漸增地集中於防止市場上的

參與者的最嚴重地反競爭行為型態，以致瓦解有效的競爭，例如，固定價格行為

(price-fixing)或瓜分市場的企業聯合行為(market-sharing cartels)245。再進一步來

講，需要結合管制來避免市場優勢地位誕生，或避免市場優勢地位以合併與收溝

方法增強的情況發生246。第二，雖然有效的競爭狀況在歐洲經濟領域還沒有紮

實，但是歐洲經濟領域的開放是以逐漸自由化政策而被追隨得。逐漸自由化政策

隨著立法策略來進一步整合單一市場247。第三，歐洲聯盟競爭政策包含超國家標

準的國家補貼管制248。這是要保證國家干涉不會經由補貼與稅款赦免而扭曲市場

                                                 
245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a)款與第三項。  

246 Consolidated Text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21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Published in OJ L 395, 30.12.1989; 

corrected version OJ L 257, 21.9.1990, p.13) with amendments introduced by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10/97 of 30 June 1997 (published in OJ L 180, 9.7.1997, p. 1, 

corrigendum OJ L40, 17（13.2.1998）) 

247 參考歐洲共同體條約方針。  

248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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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狀況。 

理事會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與第八十二條加以補充之規則將在二

００四年正式施行249。在歐洲競爭當局系統架構當中，新的規則會使國家競爭主

管機關局與內國法庭較有直接參與歐洲競爭規則應用的機會。歐洲執委會也採用

了要提出有關合併的新規則提案。新規則提案是基於與利益關係人(stakeholders)

的多方面諮詢，以及從運用第一個合併規則所收集的經驗。對於國家補貼管制也

有一些重要的改革計畫，例如，以要在歐洲競爭系統架構上再進一步加強國家補

貼管制的視野，來使國家補貼管制程序簡單化。 

歐洲聯盟並未就金融集團於競爭法上設有例外，依據法律適用位階之法理，

對金融集團之規範應回歸歐洲競爭法。吾人就金融集團於競爭法適用上之相關疑

義亦曾向歐洲聯盟請教，依據執委會之回函，亦肯認此一推論。執委會認為金融

集團在現行歐洲聯盟層級法制之下，就金融集團所為相關競爭行為於競爭法上無

特別規定，則與其他事業所為之行為同視，依據競爭法之規定處理。 

歐洲競爭法體系龐大，案例繁雜，於此僅就與金融集團適用相關之部分為說

明，而重點放在歐洲法院、執委會對於有關金融集團之爭議之處理，說明金融集

團可能發生之問題及解決之道。此案例雖寥寥可數，然亦足供參考。歐洲共同體

法對競爭之問題，可分為企業協議、優勢地位之濫用、企業結合管制、國家補貼

數部分分別規範。就企業協議的問題規定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就企業

優勢地位之濫用則訂於第八十二條；結合之管制則為補充EC條約第八十一、八

十二條之結合管制規則regulation No17250；而國家補貼，歐洲共同體條約於第八

十七條至八十九條規範。 

                                                 
249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250 此指令將於 2004 年廢棄，由regulation No1/2003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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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Züchner 案與其對金融業在競爭法上適用之影響 

原則上，歐洲執委會在一九七三年表示歐洲競爭法適用於金融業251；其亦於

一九七九年再次肯定一九七三年的決定252。執委會在競爭政策報告中提出：「競

爭規則的適用必須考量某一事業的獨特特色」253；並且對於金融業，也必須考量

「金融業的獨特特徵」。關於考量競爭規範適用於金融業時，也必須瞭解到金融

業對政府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影響、中央銀行的監理、國家規範當局管控、以及匯

兌管制拘束，縱上諸點以致競爭規則於此採取開放的態度254。直到歐洲單一貨幣

的趨勢的形成前，會員國對這些領域仍享有都有廣泛之自由。 

Züchner案子255也替金融業與競爭規則的關係奠立了一個里程碑。在一九六

九年五月二十一日時，Züchner先生與德國羅森罕(Rosenheim)的巴伐利亞存款銀

行(the Bayerische Vereinsbank)簽了銀行定型化契約而於該銀行開立一個銀行戶

頭。Züchner先生在西元一九七九年七月十七日以他的戶頭開給一個義大利住民

一張十萬德國馬克的支票。巴伐利亞存款銀行於是依照Züchner先生開的支票，

從Züchner先生的戶頭裡扣減十五德國馬克的銀行服務費用（轉帳總額的

0.15%）。Züchner先生認為銀行的扣減行為是違反歐洲共同體競爭法，因此他在

                                                 
251 Second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73, published in 1974, para 51 – 53. 

252 Eight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79, published in 1980, para 32 – 37. 

253 Original text: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rules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industries”, Second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73, 

published in 1974, para 50.  

254 Original text: ”… the peculiar feature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which is open to 

interference from governmental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supervision by the central 

banks, control by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exchange control constraints.”, Eight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79, published in 1980, para 32. 

255 Case 172/80 [1981] EC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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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森罕地方法院（Amtsgericht）向銀行起訴。其中的爭議點之一為銀行的扣減行

為是德國與其他會員國裡全部或大部分銀行從事共同行為(a concerted practice)

的一部份，所以銀行的扣減行為違反了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與第八十

六條的歐洲競爭法規定。因此，羅森罕地方法院要求歐洲法院裁定下列的問題： 

在共同市場間匯兌資金與其它支付的款項情況之下，扣減轉帳總額的 0.15%

銀行服務費用是否視為可能影響交易而因此違反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

條與第八十六條（歐洲共同體條約八十一條、八十二條）的歐洲競爭法規定的共

同行為？ 

歐洲法院認為：「如果會員國內國法院裁定，在銀行消費者存款資金裡扣減

會員國間轉帳的銀行一貫服務費用，的確具備共同行為的協調與合作特徵，以及

若此行為有能力嚴重地影響到有關這種轉帳服務市場的競爭狀況，那麼係爭行為

係屬於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第一項所禁止的共同行為。」256

在競爭規則一般環境之下，歐洲法院裁定只能適用當時實存的法律，而不是

以任何方式發展法律。也因此，歐洲法院裁定只有運用第八十五條規定。因為第

八十六條的優勢地位濫用規定並沒有包括共同行為，所以第八十六條不適用在羅

森罕地方法院的問題上。 

另外，對於銀行是否可以以另一途徑而受到歐洲競爭法規定的限制，巴伐利

亞存款銀行對案子另一項爭議 ─ 根據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九十條第二項（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七條），銀行是否屬於一般經濟利益服務運作的企業 ─ 提

                                                 
256 Original text，”Parallel conduct in the debiting of a uniform bank charge on transfers by 

banks from one Member State to another of sums from their customers’ funds amounts to a 

concerted practice prohibited by Article 85(1) of the Treaty if it is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ourt that such parallel conduct exhibits the features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practices and if that practice is capable of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the services connected with such 

transfer.”, Case 172/80 [1981] ECR at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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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異議。一些銀行認為，因為銀行是作為實行國家的經濟與貨幣政策的工具，所

以它們是「委託的一般經濟利益服務運作的企業」，也因此在第九十條第二項解

釋之內257。所以，這些企業只要符合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規定皆可。但是，歐洲共

同體競爭法規定則不能在法律上或事件上妨礙銀行要履行的指定特定任務。然

而，歐洲法院裁定卻表明：「雖然銀行對消費者資金實行其在會員國之間的轉讓

是屬於銀行特別任務範圍內的運作，特別是資金國際流動業務，但是這些都不足

夠被歸納於第九十條第二項對一般經濟利益服務運作的企業解釋之內。除非這銀

行能夠證明實行那種轉讓是經營運作公權力委託的一般經濟利益服務。」258

歐洲法院判決 因此再一次確認BRT vs. SABAM259的裁定：當要把第九十條

第二項拿來適用時，必須要嚴謹地定義「企業」；並且，私人企業必須要有經營

運作公立當權委託的一般經濟利益服務。 

自從Züchner案子之後，歐洲執委會對於銀行領域並未特設例外因而不得排

除競爭規範之適用260。執委會也建議，任何銀行間的協議必須通知執委會，以致

於執委會能夠正確地評定協議關係人是否能夠免除歐洲競爭法規則的限制261。 

                                                 
257 L. Villaret, “Comment appliquer auc activités bancaires les règles de la concurrence du 

traité de la CEE?” (1962) Revue Banque (France) page 511.  

258 Original text: ”Although the transfer of customers’ fund from one Member State to 

another normally performed by banks is an operation which falls within the special tasks of 

banks, particularly in conne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capital, that is not 

sufficient to make them undertaking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90(2) of the Treaty 

unless it can be established that in performing such transfers the banks are operating a 

service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 with which they have been entrusted by a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public authorities”, Case 172/80 [1981] ECR at 2030. 

259 Case 127/73 [1974] ECR 313. 

260 Eleven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82, published 1983, para 61. 

261 Stencilled text of the speech, a summary of the speech was published in Agence Europe, 

Bulletin 3264 (new series) of 5 December 1981,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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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公立銀行與私立銀行在競爭法上的處置，歐洲執委會在一九七八年確

認公私立銀行機構的平等待遇原則(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262。歐洲執委會委員(commissioner)法

蘭‧安得雷森Mr Frans Andriessen也提過263：「國營化（銀行）本身不違反羅馬

條約任何條款的規定。事實上，條約第二百二十二條特別允許會員國享有規範財

產權之權限。但是，企業一旦被國營化，它必須根據第九十條的規定尊重羅馬條

約的規定，特別是競爭法上的規定。歐洲執委會確認，國營化實施的方式或其後

國家管控實施方式不會在資金流動自由、提供遍及歐洲共同市場服務自由、以及

制訂與歐洲共同市場競爭規則自由方面上損害歐洲共同體法律。」264

歐洲執委會在一九八四年265再一次確認法蘭‧安得雷森的觀點。歐洲執委會

                                                 
262 Answer to Written Question 835/77, OJ C74/10 of 28 March 1978. 

263 Supra note 261, at 4. 

264 Original text: “Nationalization (of banks) does not, of course, in itself infringe any 

provision of the Treaty of Rome. Indeed, article 222 of the Treaty specifically reserves to 

Member States the power to regulate property rights. However, once an enterprise is 

nationalized it must, pursuant to article 90, respect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notably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The Commission will certainly ensure that the way in shih the nationalization is 

implemented or the way in which subsequent state control is exercised does not prejudice 

Community law with respect to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capital, the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throughout the EEC, the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and the EEC competition 

rules … “ 

265 Original text: “Among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competition in the banking sector, 

two kinds of influence come from government in its roles as trustee or owner of the public 

or nationalized banking sector and as the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The first aspect (trustee or owner of the public or nationalized banking sector) points to a 

need for vigilance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is not distorted by the guarantor role 

inevitably assumed by the State in such cases. In undertaking risks, public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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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近期確認競爭規則下的公立與私立信貸機構機構之間平等原則，亦即：「第

九十二條禁止國家補貼扭曲共同體內部交易的競爭。第九十二條也相對規定這原

則的某些例外。接受存款與授與信用的郵局giro機構（不在一九七七年銀行指令

規定的範圍之內）也被這一款項包含在內。因此，為了要從事這種類型活動而接

受國家補貼，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九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必須事先通告歐洲執

委會這項國家補貼。歐洲執委會注意到檢視接受存款與授與信用活動的一些郵局

giro機構， 並且，執委會亦會適當地適用被 85/413/EEC指令修正過的 80/723/EEC

指令中會員國與其公營企業的金融關係透明度條款。」266

歐洲執委會在一九九二年調查幾個有關給予郵政銀行服務與公立信貸機構

的國家國家補貼的投訴267，其也在同年對金融業採用初次國家補貼決定268。 

第二目  歐洲共同體競爭法於金融集團之適用 

                                                                                                                                            
institutions should continue to apply general commercial banking principles.” Thirteen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84, published 1985, para 322. 

266 Original text: “Article 92 …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that state aid which is liable to 

distort competition in intra-community trade is prohibited. It also lays down certain 

provisions to that principle. A post office giro institution [not subject to the 1977 Banking 

Directive] which receives deposits and grants credits is caught by that article. Consequently, 

where it receives state aid for the pursuit of such activities, that aid must be notified in 

advance to the Com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3(3) of the ECC Treaty. The 

Commission is aware that some post office giro institutions are involved in credit and 

deposit activities and it is examining this matter and will, where appropriate,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80/723/EEC on the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public undertakings, as amended by Directive 85/413/EEC.” 

Commission’s Answer to Written Question 1975/91 of MEP.F. Herman, OJ C55/44 of 2 

March 1992. 

267 See Twenty-second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of 1992, published 1993, para 49 and 

439. 

268 Ibid,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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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聯盟並未就金融集團於競爭法上設有例外，故對金融集團之規範應回歸

歐洲競爭法。而歐洲競爭法體系龐大，案例繁雜，於此僅就與金融集團適用相關

之部分為說明，而重點放在歐洲法院、執委會對於有關金融集團之爭議之處理，

說明金融集團可能發生之問題及解決之道。此案例雖寥寥可數，然亦足供參考。

歐洲共同體法對競爭之問題，可分為企業協議、優勢地位之濫用、企業結合管制、

國家補貼數部分分別規範。就企業協議的問題規定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

條；就企業優勢地位之濫用則訂於第八十二條；結合之管制則為補充 EC81,82

之 regulation No17 將於 2004 年廢棄，由 regulation No1/2003 取代；而國家補助，

歐洲共同體條約於第八十七條至八十九條規範。 

一、企業間之協議 

企業間協議之規範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共分三項，第一項說明禁

止之企業間協議，第二項則為非法協議之效力，第三項則為例外得為企業間協議

之情形，亦即豁免。本條規範不免抽象，而由其他衍生法補充之。 

（一）協議之合法性要件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下列行為與共同市場不相容而被

禁止，所有可能影響會員國間貿易以及係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

為目的或效果之企業間之協議、企業協（公）會之決定和共同行為，特別是：(a)

直接或間接訂定買賣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科技發展

或投資(c)分配市場或資源之供給(d)就相同之交易，對不同貿易伙伴適用差別的

條件，而使其處於競爭上之劣勢(e)就契約之締結使他方當事人接受其他附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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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而此附加義務，依其本質或商業習慣，與該契約之標的並無關聯。」269由

上規定可知其合法要件有三，其一為企業間之協議、企業協（公）會之決定和共

同行為，再者此協議不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或效果，其

三為此協議不影響會員國間貿易。 

而此所謂企業，採廣義之解釋，包括任何從事經濟活動之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組織團體，而經濟活動不以營利行為為限270。於金融集團適用上應特別注意的

是，集團中的公司是否認其乃受母公司控制，而不具締結協議或共同行為之適

格。歐洲法院271 272本以是否係爭行為超越集團內任務分擔的目的之限制，其後

強調子公司在集團中實際的經濟關係是否屬於同一經濟單位而判斷。協議係指雙

方或多方對某一特定事項，彼此獲得意見一致之行為；公會之決定為，企業所組

織之公會所為之決定，包括該企業組織規則，或基於該組織規則而制訂或建立的

架構下，所為之任何決定或建議；共同行為則指雙方或多方相互達成之共識或相

互配合的行動，而並無協議存在的一致性事實行為273。 

完全自由競爭之市場乃為一種假設，而任何市場之進入均有一定之門檻，而

合理之進入市場障礙既為必然的現象，則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之界線則趨於模

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所列之情況，乃對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

情況之例示。而歐洲法院於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一案274所設立之標準，為此

後判斷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之依據。依此判決在考量第八十一條時，需先考慮

                                                 
269 王泰銓，歐洲事業法（二）歐洲競爭規範，附錄歐洲共同體條約有關競爭規範條文

之譯文，五南出版社，2000 年。  

270 同上註，第 18 頁。  

271 Case 15 and 16/74.,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272 Case 85/74.,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273 王泰銓，同註 269，第 25 頁。  

274 Case 56/65,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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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之目的，若協議之目的不在限制競爭時，其次必須考量協議對競爭之影響，

在判斷此種影響時，應注意若此協議不存在時競爭是否存在，並且此種影響必須

是可估計的，在為此估計時以協議當事人在市場之占有率、協議之單一或是其他

協議網路之一部為準。 

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 一案中對「影響止構成會員國間貿易」要件之判斷

乃基於，對企業所為系爭之協議必須基於客觀之法律與事實因素，足認可預見地

具有直接或間接、實際或潛在的影響會員國間貿易之相當程度的可能性。此要件

乃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與一般內國競爭法不同之處。 

（二）不合法企業協議之法律效果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條所指之任何協議或決定，無

效。」此之無效乃為絕對、當然、自始無效275。違反八十一條第一項之協定，不

待有權機關之宣示，不待當事撤銷或提出抗辯，無效之範圍亦僅限於違反條約之

部分，不及於協議之全部。 

（三）企業協定豁免管制規定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之情形於下列情形得宣告

不適用之；企業協（公）會間決定或類別決定；共同行為或類別共同行為；上列

行為需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行銷，或有助於科技或經濟之進步，且使消費者

得公平享有因而產生之利益，且不得有下列之情形：(a)對相關企業加以與達成

上列目的所不必要之限制(b)使相關企業究係爭產品之重要部分有排除其競爭之

                                                 
275 王泰銓，同註 269，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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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276，依此規定並非所有第一項之協議均為禁止，歐洲共同體法因應各具

體情況設有例外，亦即豁免。而第三項之下豁免有二：個別豁免與集體豁免，二

者取得豁免之有所程序不同。 

豁免之要件依據本項可推知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行銷、或有助於科技或

經濟之進步；且使消費者得公平享有因而產生之利益。所謂之「進步」必需所得

之利益大於協議對競爭之破壞，於具體案件由執委會客觀的加以評議。除法文所

示之要件外，尚有絕對必要之限制與對競爭上沒有實際之消除二要件。絕對必要

之限制乃由EC條約之比例原則推知277，當事人須採最少限制之方法達成協議所

設定之目標，然此不代表若有其他可能性時即不得採用協議之方式限制競爭，僅

為敘明此種限制是必要的且不得逾越達目的之必要程度。就競爭沒有實際之消除

278言，不論協議間之當事人或第三人間之競爭均不得嚴重剔除或消減。 

而豁免之程序可分二者，一為理事會授權執委會訂定集體豁免規則，就某類

型之協議為豁免，而個別豁免，由執委會就具體個案為豁免。不符合集體豁免之

協議，亦有適用個別豁免之適格。個別豁免規依據理事會 17/61/EEC規則279 280之

規定確定適用上之規則。而欲取得豁免須對執委會為通知，此乃 17/61/EEC規則

第四條明訂。並為此通知者，依據同規則第十五條，不論協議是否違反歐洲共同

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均得免於受罰，並同規則第六條第一項更賦予經認定得

豁免之協議溯及既往之效力。為通知後執委會經聽取協議當事人與其他關係人與

                                                 
276 王泰銓，同註 269。  

277 王泰銓，歐洲事業法（二）歐洲競爭規範，五南出版社，2000 年，第 44 頁。  

278 詳參閱OJ No L 16/8 1977, OJ No L 30/13 1970,Case 258/78,之諸案例。  

279 EEC Council: Regulation No 17: First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Treaty,Official Journal P 013 , 21/02/1962 P. 0204 - 0211, p204.  

280 依 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Council Regulation No 

17/62 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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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競 爭 與 獨 佔 顧 問 委 員 會 (adivsory committee on restrictive practice and 

dominant position)281，並為調查後為決定。而因正式決定之耗時較長，故多以非

正式之安慰信之方式為之，安慰信雖非正式之決定，其仍具一定之效力。其有免

於受罰之權利282；並各會員國法院就此協議審理時需將信件內容列入考量或暫停

訴訟程序；若非情事變更等特殊情事，原則上執委會嗣後不得做出與此安慰信相

矛盾之決定283。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理會有權就第八一

條第三項之豁免為更具體詳細之規範，而理事會則以授權之方式委任執委會訂定

集體協議豁免之規則284，符合集體豁免規則之協議，自動取得豁免而無需向執委

會通報。集體規則多以類似之架構規定，其中區分黑名單、白名單、反對程序三

者而異其效力。若屬白名單之協議當然取得豁免，反之則為黑名單，當然無法取

得豁免，而若不屬白名單亦不屬黑名單者，協議之當事人應向執委會通知申報，

執委會若未於一定期限內為反對之意見時，即取得豁免。 

就金融業言，如ZÜCHNER CASE所示，並未特設例外因而不得排除競爭規

範之適用，集體豁免規則亦僅就保險業為規定。在歐洲聯盟對金融集團規範適用

方式，是採取補充之方法，亦即各金融部門於不抵觸專就集團整體之規範之前提

下，於各該金融部門仍有適用285。故保險業之集體豁免規則於金融集團內之保險

業，亦自有適用。於一九九一年，理事會體認保險業間之合作在某程度上是必要

的，並對消費者亦為有利，而就保險業之集體豁免，始訂定 1543/91/EEC號規則

                                                 
281 詳參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 第十四條、第二十七條。  

282 依Council Regulation No 17/62 第十五條第五項之規定。  

283 Case 31/80,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284 關於集體豁免，詳參註 599，第 71 頁以下。  

285 參閱本文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第 2002/87/EC號指令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7/2002 of 17 January 2002 altering the export refunds on white sugar and raw sugar 

exported in the natural state ,Official Journal L 016 , 18/01/2002 P. 0026 - 0027 )部分之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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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授權執委會訂定集體豁免規則，而執委會先於一九九二年制訂 3932/92/EEC

號規則287，後於二零零三年公布 358/2003 號規則取代之，而 358/2003/EC288號規

則於二零零三年月一日生效，至二零壹零年三月十日到期失效。理事會

1543/91/EEC規則授權執委會就六項協議得為集體豁免規則，分別是共同風險費

用之規定、規定標準保單條款、特定危險之共同承保、安全措失與接受之共同原

則、請求之清償、危險增加之通知與登記。而執委會認其就最後二項之執行能力

不足，無法有效管理，而不為集體豁免規則，故 3932/92/EEC號規則僅就前四項

為規範。此規則就每一類別之協議所得豁免之範圍、先決條件、被排除之活動、

及黑名單為詳細規定。 

然隨者監理技術之進步，執委會亦增加集體豁免之項目。358/2003 號規則列

舉六種得為集體豁免之協議，此規則強調就各種類豁免協議289為定義，而不是列

舉出得為豁免之條款。然其對該當豁免協議要件，但卻產生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八十一條第三項不相容效果之協議，執委會得撤回此集體豁免。於保險業中，最

重要者乃風險之估計，然其計算不易，保險業有時欲聚眾人之力，方得精確計算，

而若能減少保險業於控制風險之支出，保險費用始具降低空間，此對消費者而言

自屬有益。以下就此最新指令所列舉之豁免類型簡述之。第一種為風險費用之規

定，此乃就過去之承保特定風險平均費用與各項保險要素之表格為協議。所謂保

                                                 
286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534/91 of 31 May 1991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 (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Official Journal L 143 , 07/06/1991 P. 0001 - 0003. 

287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No 3932/92 of 21 December 1992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 (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Official Journal L 398 , 31/12/1992 P. 0007 - 0014  

28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358/2003 of 27 February 2003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Official Journal L 053 , 28/02/2003 P. 0008 - 0016. 

289 依據 358/2003 號規則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此之協議實指企業間之協議、企業協（公）

會之決定和共同行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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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要素表格，乃對各項保險要素之發生頻率與變動現象為列表，如生病頻率、死

亡率、意外事故發生率等。第二種為關於可能影響相關企業外部情況調查之規

定，此係指就承保風險被請求之頻率與規模，或不同種類投資之獲利率所為之調

查，進而對此調查結果之執行所為之協議。第三種為標準保單條款，乃針對直接

保險之標準保單條款非強制性的協議。第四種為關於模型之採用，所謂模型係指

對由資本取得利潤之描述，而此種採用模型之協議需為非強制性的。第五種為特

定危險之共同承保，組成保險或再保團體就特定危險共同承保。第六種則為安全

措失290之協議，又可分為兩項，其一為，關於安全措施技術上尚未於共同體層次

採用的規則，且此規則有助於共同體內貨品之流動者，於此並包括對此技術上規

則之評估與同意程序；其二為設置或維持安全措施技術上之規則，於此亦包括對

此技術上規則之評估與同意程序。 

（四）金融集團相關案例分析 

如上所述，歐洲法院就企業間協議、企業協（公）會之決定和共同行為所為

判決繁多，亦常設定補充歐洲共同體條約八十一條以及相關指令、規則之原則。

然於實際案例上，執委會之決定亦佔有重要地位。就金融集團間所為協議，尚無

具體案件提出於歐洲法院，然於二００三年，執委會就德國銀行（屬金融集團）

間所為之一協議做出決定291，其認此協議不合法而應予禁止，以下就此案件所涉

                                                 
290 依據 358/2003 號規則第一條第八項之規定，所謂安全措施指預防或減少損失之要

件、設備、由此諸要素組成之系統。  

291 2003/25/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1 December 2001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1 of EC Treaty-Bank charges for exchanging euro-zone 

currencies-Germany(notified under document number C (2001) 3693), OJ L015,21/01/2003, 

p.000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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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問題，說明執委會之見解292。  

1.爭議背景： 

於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十六日，歐洲理事會決定了歐元轉換之時間表293，其決

定於一九九九年一月一日進入經濟與貨幣聯盟（EMU）的第三階段，實施單一

貨幣，並定訂三年之緩衝時間使會員國得以因應，歐元於此期間內為虛擬貨幣，

於二００二年一月一日歐元紙鈔與錢幣正式發行並取代各國貨幣。然於此三年之

緩衝期內，各會參與單一貨幣之會員國間之匯率與歐元之匯率均為固定。而在德

國，於一九九九年一月一日以前，兌換參與單一貨幣會員國之貨幣時，匯差則由

客戶吸收，然於固定匯率後此匯差已不存在，而銀行是否即應提供免費匯兌服

務，成為問題。故於一九九七年間，德國的商業銀行（Commerzbank）得列斯登

銀行(Dresdner Bank)巴伐利亞貸款與合作銀行(Bayerishe Hypo-und Vereinsbank)

德意志交通銀行(Deutsche Verkehrsbank)西部合作銀行(Vereins-und Westbank)經

由數次開會與通訊，決定於一九九九年一月一日實施歐元後，對參與單一貨幣之

會員國間貨幣之兌換收取百分之三的手續費，其目的在彌補因固定匯率所減少百

之九十之匯差利潤。此種協議經執委會審查後，認為其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

十一條第一項而應予禁止。 

2.本案之法律上之爭點分析： 

事實認定之歧異於此不論，於此僅就雙方法律上爭點論述。首先就銀行間所

為之協議（若基於銀行間之該會議與通訊足認定有協議存在時）是否該當歐洲共

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所欲規範之協議，及存爭議。參與協議者認為，既然

兌換貨幣之匯差可以百分比率計算收費方式，參與者自然得於實施歐元後，將此

                                                 
292 此案件於二００三年，一月二十一日執委會做出決定，是否提出歐洲法院，尚屬未

定。  

293 詳參http://europa.eu.int/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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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潤轉換成外部可見294之手續費，此不屬限制競爭之協議，而僅為因應分攤295消

失後，手續費需以透明、直接方式收取之義務296。然執委會認為雖銀行兌換外幣

之手續費需以透明、直接方式收取，此不代表需訂定同一收費標準，各銀行應自

行決定是否收費及其金額。問題的重點不在於銀行可否收取合理之費用297，而是

在銀行間不得有收費之協議。再者，參與者認為此協議純屬德國境內問題，不影

響會員國間之貿易，並指責執委會未為界定市場範圍。而執委會認為人民往來德

國，尤其是遊客，均需為匯兌，就此而言對貿易自有影響，況依據歐洲法院之判

決先例，即便不是主要、單一影響會員國貿易之因素，凡實際上影響會員國貿易，

不論影響力大小，均屬之。而執委會援引European Services298 與Volkswagen299案

確立之法則而認定本案無界定市場範圍之必要。蓋依此二判例，若非欠缺此市場

界定即不能判斷協議是否具限制競爭之性質、效力與影響會員國間貿易時，執委

會並無界定市場之義務。而於本案，此協議限制競爭與影響會員國間貿易均得由

                                                 
294 在歐元實施前，德國銀行賺取外匯買進與賣出之匯差，而不另外收取手續費，稱之

為分攤（spread），參閱註 92 事實之部分。  

295 因自一九九一年一月一日後，參與歐元之會員國間匯率固定一致，匯差不復存在。  

296 98/286/EC: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23 April 1998 concerning banking charges for 

conversion to the euro , OJ L 130,1.5.1998,p.22.依據此建議第三條第一項，銀行就匯兌，其匯率依

據 1103/97/EC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103/97 of 17 June 1997 on certain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Official Journal L 162 , 19/06/1997 P. 0001 - 0003 )之條款，並

其所收之費用需明白清楚標示。 
296 於一九九七年九月十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執委會舉行之專家會議討論轉換歐元過渡

時期之銀行收費，專家團亦認為雖匯率固定，但匯兌時之其他費用，例如處理匯兌之花

費等，仍然存在。故 98/286/EC執委會建議中不對銀行是否收費表示意見，並其所收之

費用需明白清楚標示。。  

297 於一九九七年九月十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執委會舉行之專家會議討論轉換歐元過渡

時期之銀行收費，專家團亦認為雖匯率固定，但匯兌時之其他費用，例如處理匯兌之花

費等，仍然存在。故 98/286/EC執委會建議中不對銀行是否收費表示意見。  

298 Case T-374/94,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299 Case T-62/98,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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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協議即可判斷，自無界定市場之必要。 

 綜上，執委會判定德國的商業銀行、得列斯登銀行、巴伐利亞貸款與合作銀

行、德意志交通銀行、西部合作銀行之協議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第一項

應予終止，並於三個月內繳納罰金300。 

二、優勢地位 

EC條約第八十二條規定：「一個或多個企業濫用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

中之優勢地位，於其可能妨礙會員國間貿易而與共同市場不相容時，應予禁止。」

301

前項濫用情形特別是指下列情形： 

（A）直接或間接設定不公平之購買或出售價格或其它不公平交易條件。 

（B）限制生產、市場、科技發展而不利於消費者。 

（C）對貿易夥伴就相同之交易給與差別待遇，使其蒙受競爭上不利益。 

（D）就契約之締結使他當事人必須接受其它附帶性義務，而該義務就其本質或

                                                 
300 此罰金依據NO17 號規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訂定。  

301 王泰銓，同註 269，附錄歐洲共同體條約有關競爭規範條文之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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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商業習慣與該契約之標的無任何牽連者。 

 以上條文規定，規範企業濫用優勢地位的構成要件有下列三個： 

a.在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中一個或多個企業擁有優勢地位。 

b.需要濫用優勢地位之行為。 

c.濫用行為影響會員國間貿易。 

由上可知，歐洲共同體對優勢地位企業並不加以禁止，於該企業為濫用行為

時，始加以處罰。 

（一）優勢地位定義302

 因為優勢地位有下列幾個特徵： 

1.企業行動自由； 

2.顧客或其它公司均依賴優勢地位企業； 

                                                 
302 詳參王泰銓，同註 269，第 179 - 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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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經由產品範圍的變化或地區活動獲得經濟或財務上力量的優勢。 

因此，歐洲共同體競爭法中優勢地位的意義為：「優勢地位是一種經濟強勢

狀態，使居於此狀態之企業，有能力對市場中其它競爭者或消費者在可察覺的程

度範圍內獨立行動。優勢地位之力量足以排除或嚴重減損現存競爭或阻絕其它競

爭者進入市場，或使市場中交易相對人無可避免地須與優勢地位之企業進行交

易。」 

（二）濫用行為 

優勢地位濫用有很多種。由於種類繁多，此僅就其與金融機構或金融控股公

司/集團相關的資訊加以說明。 

1.搭售303

 搭售是指在銷售某種產品時，賣者要求買者需另行購買另一種產品作為交易

條件。EC 條約第八十二條(d)款規定：就契約的締結使他方當事人接受其它附加

的義務，而此附加義務，依其本質或商業行為，與該契約之標的的並無關聯。本

款最重要的例子便是搭售條款(Tying clause)。優勢地位企業所在市場中，往往缺

乏其它可替代的供給者，或進入市場的途徑；亦被推定具有能力剝削或傷害消費

著與其它競爭者。優勢地位企業因其市場力量較大，若於行銷時使用搭售方式，

被要求需負高的義務，而起容易被認定為濫用行為。因此企業若其搭售行為被認

定濫用優勢地位，經常被科以鉅款罰鍰。 

                                                 
303 王泰銓，同註 269，第 231 - 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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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適用 EC 條約第八十二條(d)款規定來決定兩項產品是否為搭售必須符合

兩種要件。第一，就產品的本質進行考量，包括檢驗其架構、成分、耐久度與用

途，以及兩種商品之間是否具有功能性之連接。第二，需要就產品的商業習慣加

以評估，商業習慣的形成必須考量市場的大部分競爭者的商業習慣，而不是優勢

地位企業的商業習慣。以兩種要件來判斷其銷售是否合理正當。 

從另一角度來看，搭售協議(tying agreements)可能導致對被搭售產品之市場

的排斥，而且搭售也可能導致超額競爭價格(supra-competitive price)與對進入搭

售產品市場與被搭售產品市場造成嚴重的障礙。歐洲執委會員Mario Monti以集

體豁免規則(the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EC) No2790/1999)的準則為基礎來

簡說搭售行為規則304。 

（1）就評估可能之反競爭作用而言，在搭售產品市場上的供給者(supplier)

的市場地位是較重要之判斷標準。供給者在搭售產品市場或被搭售產

品市場上佔有 30％以上的市場佔有率，從事搭售行為則不大可能為合

法，除非消費者享有搭售行為效率的合理部分。當為了搭售產品而把

搭售與不完整義務(non-complete obligations)結合在一起時，這會加強

供給者的地位，並且增加搭售之可估計的反競爭作用可能性。 

（2）如果供給者有足夠的數量與相當能力之競爭者，那可估計的反競爭作

用就不會產生。因為買方在不需要購買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s)之

下，有足夠的選擇來購買搭售產品。但是如果其它供給者也從事搭售

實務，其結果則即非如此。 

                                                 
304 See the article “Competition Policy in Europe: The Competition Rules fo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Agreements”, at the website: 

http://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publications/rule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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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大多數供給者從事共同行銷行為(tying arrangements)（附加作用），

以及消費者沒有享有行銷行為(tying arrangements)效率時，集體豁免

指令則可能不被適用。 

（4）當買方有重大的購買力量時，搭售行為所產生的反競爭作用不太會發

生。 

（5）搭售義務可以經由聯合生產製造、聯合產品銷售或經由供給者可以大

量購買被搭售產品，而產生效率。如果搭售行為要獲得豁免，這行為

必須讓消費者享有因搭售行為而使成本降低的公平一部份。但是當零

售商可以有規律的得到一樣或等值產品的供應時，而且得到這些產品

的條件是與從事搭售實務的供給者所提供的條件一樣，或比從事搭售

實務的供給者所提供的條件來要好時，那麼搭售行為則通常是不被豁

免的。 

在某個角度上，搭售行為也可以確定某程度的一致性與品質標準化。但是，

搭售產品的供給者必須證明：只是要求買方購買滿足最低品質標準的產品並無法

實現此正面之影響。 

2.不公平交易條件 

 EC條約第八十二條(a)款後段規定直接或間接設定 … 其它不公平交易條

件。優勢地位企業除了以不公平之購買或出售價格，例如用超額價格方式謀求優

勢地位企業本身超額利潤，或以較低的掠奪性價格爭取顧客，而意圖將其它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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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排除於市場之外，同樣會利用其它非價格不公平交易行為，例如SWIFT案子

305。 

在 SWIFT 案子中，SWIFT 是二千以上銀行擁有的合作社(a cooperative owned 

by over 2000 banks)，其從事特定國際電信網路，提供可靠且安全的資訊通訊與

程序給位於世界各地的金融機構。SWIFT 最基本的商業活動是給付訊息(payment 

messages)的國際傳送。有很多年，SWIFT 也提供關係到特定金融商業交易的通

訊服務，例如，購買金融憑證。會員有權使用 SWIFT 提供的全部服務，但是「參

與者」(“participants”)只能使用 SWIFT 的某一特定服務，它們也沒有權利使用

SWIFT 的基本商業活動。SWIFT 自己所訂定的規則是 SWIFT 會員會幫忙 SWIFT

決定會員申請者或參與者有無實踐會員條件。這是 GUF 所扮演的角色之一。 

La Post 不只從事郵政活動，也在法國零售(retail banks)銀行市場運作。除了

貸款業務外，La Post 提供全部的基本銀行服務事項。它在法國銀行市場所佔的

大約是 10％。 

在一九九０與一九九四年期間，La Post 與 GUF 為了要訂立使 La Post 成為

SWIFT 會員的契約條款，而有不正式的接觸。La Post 於一九九四年正式向 GUF

申請成為 SWIFT 的會員。GUF 在一九九四年三月二十九日回覆，其內容是因為

La Post 沒有在信貸機構類似的競爭環境之下，以及沒有在規範信貸機構條款之

下從事與信貸機構活動相同的商業活動，所以它不具備成為 SWIFT 會員的條

件。SWIFT 於一九九五四月二十日確認 La Post 不具備成為 SWIFT 會員的條件。

SWIFT 說明：「根據一九八四一月二十四日與一九九二年七月十六日的法國銀

行法，La Post 不屬於信貸機構。其未與 SWIFT 其它會員立於相等之規範條件之

下，具體而言，因為 La Post 不是由法國銀行( Banque de France)監理，所以它不

用遵守同樣的謹慎規則。」La Post 因此向 SWIFT 以及 GUF 起訴，控告這兩個

                                                 
305 OJ C 335, 6.1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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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違反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與第八十六條（歐洲共同體條約八十一

條、八十二條）的規定。 

歐洲執委會認為 GUF 無庸參與審理程序，因為它只是擔任 SWIFT 的會員申

請顧問角色，而 SWIFT 才是提供會員電子給付訊息(transmitting electronic 

payment messages)的機構，SWIFT 既是真正影響市場進入的機構，應以其為被

告。歐洲執委會以兩個考量為基礎來決定。第一，SWIFT 在國際給付訊息(payment 

messages)傳送網路市場佔有壟斷地位。第二，SWIFT 是唯一供給位於世界任何

地點的銀行通訊聯繫的網路，所以拒絕 La Post 成為 SWIFT 的會員會造成把 La 

Post 從國際傳送市場排除。執委會裁定 SWIFT 是以兩個形式濫用它的優勢地位：

第一，因為會員的全面條件是要申請者從事金融活動，而不是在給付系統中扮演

角色，所以 SWIFT 的會員條件是不合理的。第二，SWIFT 以歧視的態度對 La Post

適用會員條件。 

之後，La Post、SWIFT 與 GUF 達成了協議（undertaking），而執委會也接

受了此一協議，其內容則是：SWIFT 承諾允許歐洲聯盟裡的任何機構行使其服

務；但是這些機構必須對大眾提供跨國給付服務，而且也必須符合歐洲貨幣機構

(the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容許進入國內給付系統之條件。當時的條件是

指：（1）機構被授權為消費者持有帳戶；（2） 機構要直接參與處理給付第三

人(the third-party payment)的一個以上的歐洲聯盟資金轉讓系統，則必須得到中

央銀行的許可；與（3）機構的服務對象遍及大眾，因而能確保其運作的風險達

到很小的程度，或者是機構的金融服務活動是由被承認的主管機關監理。 

這一類型的使用將會給與上述的機構等值與無歧視地使用 SWIFT 供給其會

員的網路、產品、服務、工作團隊與文件。未來的 BIC 指南(Directories)（連接

到 SWIFT 的銀行指南）將不會對會員與「無股權金融機構」(“non-sharehol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做區分。在新類型參與者出現前，SWIFT 會與任何有實踐歐

洲貨幣協會條件的申請者簽訂合作協議。執委會將會監視 SWIFT 有無履行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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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協議。 

歐洲執委會裁定 SWIFT 優勢地位濫用之案是個先例，因為當時有很多機構

對使用 SWIFT 的網路很有興趣。 

三、合併、併購、結合與競爭法 

（一）合併與併購 

根據歐洲共同體合併規則 (ECMR)306，歐洲執委會有權利審查較重要的跨國

合併，收購與某些合資企業；當這些商業活動與共同市場不能相容時，歐洲執委

會也有權利禁止這些商業活動307。如果在法人組織結構有重要的改變，而這改變

對共同體市場的影響遠超越任何會員國的邊界，ECMR強制這些商業活動個體向

歐洲執委會通告其法人組織結構有無重要的改變308。法人組織結構重要之改變的

交易大小與重要性是以累積營業額門檻方式來衡量309。 

ECMR 第三條規定：當兩個以上先前獨立的企業合併，當一企業以上已經控

股一個企業以上，或當一個企業以上經過契約、證券或資產的購買，或者經過其

它方式而收購全部或部分其它企業一個以上的直接或間接控股的時候，結合必須

被視為發生。永久實行自治權經濟個體的合資企業也在前者結合解釋範圍之內。

對於控股的形成，經過相關的法律或事件的考量，控股是經由企業所有權、使用

                                                 
30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12 December 19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 between undertakings (published in OJ L 395, 30.12.1989; corrected version 

OJ L 257,21.9.1990, p.13) with amendments introduced by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10/97 of 30 June 1997 (published in OJ L 180, 9.7.1997, p. 1, corrigendum OJ L 40, 

13.2.1998, p. 17) 

307 把第條第、4 項、第條第 1、2 項與第 6 條念在一起。  

308 第 4 條。  

309 第 1 條。也參考第 5 條，因為第五條規定營業額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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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全部或部分資產的權利、或是經由授與對企業團體之組成、投票或決定之決

定性影響力之合約或權利，或其它能給予企業決定性影響力之可能性之權利，而

構成之。控股由關係合約中之權利持有者（人或企業），或者由有全力使用關係

合約中的權利持有者的權利之人或企業來收購之。但是，第三條之結合行為定義

並不包含下列情形： 

1.暫時持有證券的信貸機構、其它金融機構或保險公司的收購行為。 

它們不能為了決定那企業的競爭行為而行使那些證券的投票權；或者是收購

的目的在為了要準備轉售全部或一部企業、企業的資產、或轉售那些證券。而且

企業，企業資產或證券的轉讓情形必須在併購日期後一年以內實行。如果這些機

構或公司能夠證明這些轉讓無法在一年期限內合理的實行，它們可以經由請求而

使歐洲執委會延長期限。 

2.破產情況之下之收購行為； 

金融控股公司依照第三條第一項第b款的收購行為，附加金融控股公司有行

使持有權之投票權，特別地是企業管理與監理團體會員指定310之投票權311；或

集團內部重新建構行為。 

結合規則需要界定企業內部行為係「單獨控股」(solo control)或「聯合控股」

(joint control)，以確定其計算營業額的對象。此處將以執委會在個案及實務上對

此兩者之認定做討論。 

1.單獨控股權 

通常取得對一企業單獨控股的方式，為收購該企業股東會中超過半數表決權

的股權或能在董事會中取得控制董事席位權利，通常者能同時取得。例如下列的

                                                 
310 這些會員必須擁有企業持有權。  

311 這是為了要維持那些投資的全部價值，而不是要直接或間接決定那些企業的競爭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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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 

（1）Case No. COMP/M.2400 – Dexia/Artesia, 14/06/2001 

Dexia S.A./N.V. (“Dexia”) 是 the Dexia 集團的金融控股公司。它要以購買股

份的方式收購 Artesia Banking Corporation S.A./N.V.(“Artesia”)的 99.53％的股份。 

（2）Case No. COMP/M/2143 – BT/Viag Interkom, 19/02/2001 

英國企業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plc (“BT”)藉由它自己擁有的子公司 ─ 

BT Interkom Verwaltungs GmbH ─ 收購德國企業 Viag Interkom GmbH & Co 

(“Viag Interkom”)的單獨控股。當時，Viag Interkom 是 BT 與 E.ON 集團聯合控股

的全功能聯營企業(joint ventures)。 

（3）Case No. COMP/M.1938 – BT/TELFORT, 21/06/2000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plc (“BT”)根據 ECMR 第三條第一項 b 款收購荷

蘭企業 Telfort Holding N.V. (“Telfort”)的全部控股。BT 與荷蘭公司 NS Groep N.V. 

(NSG)以前聯合控股 Telfort。BT 當時間接全部擁有金融控股公司 BT Netherlands 

(Holdings) BV (BTNH)，而 BTNH 在英國以外的歐洲企業(ventures)裡持有大部分

的 BT 股東權益利潤(equity interests)。 

在特殊情況下，企業雖在另一企業僅或有低於 51％的表決股權，卻依然可

以形成單獨控股，其主要原因在其它股權過於分散。在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 / Générale de Banque案子312中，執委會認為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

（以下稱為SGB）增加其在Générale de Banque（以下稱為GB）20.94％的股權制

25.96％股權的交易行為，係為經濟力集中之結合行為。並且SGB得以在GB行使

其決定性影響力。在此項交易之前，SGB已是GB最大的股東，故應予分析GB過

去三年股東會內股權分配的型態。在最近三屆股東會上，SGB代表了近 47.68％

                                                 
312 王泰銓，同註 269，第 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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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東出席並參與表決。執委會認定此並不足以代表SGB得對GB控股，但是當

SGB將其在GB之股權由 20.94％增加至 25.96％時，在可預見的未來，可以推定

SGB在股東會上將可代表超過 50％的股權。經執委會的推算，SGB未來在GB可

以集結到 56.62％股權之代表及表決權利。這結果代表著SGB係事實上主導在GB

的控股權的存在，並且不受比利時有關銀行當局遇見企業有難關時，應該以「管

理委員會」(Comité de Direction)接管企業法令之影響。既然SGB握有事實上之過

半數，其一切規定（比利時對其拘束之規定）自然形同具之。 

企業行為有時採用因時制宜得措施，並不易分辨其是否具有單獨控股的形

式。尤其企業間的交易行為牽涉二個或二個以上之企業時，究竟視聯合控股或為

形式上聯合控股而實質上係由一企業所獨立控股，硃難認定。通常企業的商業交

易行為，被認定需於數階段或需數個緊密接連的交易才能得以完成時，執委會不

論其先前行為維繫其準備步驟或內部結構之改變。例如下面不明顯例子： 

Case No. IV/M.669 – Charterhouse/Porerbrook, 11/12/1995： Charterhouse 

Development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CDCH”) 要 經 由 它 的 全 部 擁 有 的

Porterbrook Leasing Company MEBO Limited子公司收購Porterbrook Leasing 

Company Limited (“Porterbrook”)。CDCH是Charterhouse Group的一部份；母公司

為Crédit Commercial de France SA (“CCF”)法國公司與Handels-und Frankfurter 

Bank (“BHF”) 德國公司的Charterhouse Group將會以持有Porterbrook XX％313的

股份而得到這公司的單獨控股。 

2.聯合控股 

「聯合控股」是指一企業不論

                                                 
313 屬於商業機密。  

 166



 

經由企業或其它方式受多家母公

司控股。主要的控制方式亦為對合

資企業行使決定性影響力，尤其只

與商業政治發展技巧及競爭策略

有關者，主要包括年度應完成之目

標與事業體之長期計畫，對事業管

理的資深管理階層及董事會董事

的指派與卸任，以及認可重大投資

計畫的權利。相關案子 314有：  

（1）Case No. COMP/M.1626 – 
SAIR Group/SAA, 15/11/1999 

根據 ECMR 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SairGroup 與 Transnet Limied (“Transnet”)

併購 South African Airways (Proprietary) Limited (“SAA”)。SairGroup 是一群公司

的持有物(the holding of a group of companies)。Transnet 是南非控股的金融控股公

司，它當時擁有 SAA100% 的股份。  根據它們的股東合約 ( Shareholders’ 

Agreement)，Transnet 會持有 SAA80%的股份，而 SairGroup 會收購 SAA20％的

股份。 

                                                 
314 有關這觀點的案子不限於此報告。報告上的案子只是屬於說明與以事例證明以上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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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se No. IV/M.1494 – 
Marine-Wendel/SAIR 

Group/AOM, 03/08/1999 

根據 ECMR 第三條第一項第 b 款，SairGroup 控股的 SAirLines 企業與

Marine-Wendel S.A.金融控股公司控股的 Taibout Antibes B.V.交通工具公司(a 

vehicle company)以購買股份的方法併購 AOM Participations S.A. (AOM)企業的

聯合控股。Marine-Wendel 與 SAirGroup 在 1999 年 5 月 17 日簽訂一個股東合約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根據這合約，MarineWendel 會收購 AOM51％的股份，

而 SAirGroup 會收購 AOM49％的股份。 

（3）Case No. IV/M. 1558 – Cinven/Imvestcorp/Zeneca Chemicals, 25/06/1999 

Cinven Group Limited 全部擁有的 Cinven Limited (“Cinven”)英國子公司與

Inves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vestcorp”)金融控股公司由新形成的子公司，併

購 the Zeneca Specialities business of Zeneca Limited 英國公司與 Astra Zeneca plc

子公司。Investcop 也是 Investcorp 集團的一部份。Zeneca Specialties 會由一群新

創立交通工具公司收購，最後會由聯營企業公司(a Joint Venture company)(“JV”)

控股。併購將會經由收購 Zeneca Specialities 的某些公司的股份與收購 Zeneca 

Specialities 商業經營運作資產而發生效力。因此 Cinven 與 Investcorp 會經由 CV

而收購 Zeneca Specialities 的聯合控股。Cinven 與 Investcorp 會有向委員會指定

同數目的主管(directors)的權利，而 JV 必須經由 Cinven 與 Investcorp 的批准才能

從事重要商務決定。聯營公司也會永久履行自治權經濟機構的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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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控股可經由各母公司在持有一定股份後或藉由董事會安排來簽訂契約

來行使，亦得在母公司各方握有 50％時，不需經由協議或契約，雙方即有義務

進行合作，避免杯葛目標企業重大決議案而使其運轉停擺315。有時企業的股權低

於 50％的門檻標準的 30％時，因公司章程的特殊規定仍然有可能取得聯合控股

的權利316。在特殊情況之下，即使企業間無協議或控股權低於 30％甚或無股份，

也能取得聯合控股：Philips / Grundig案子317即為著例：在本案子中執委會經過調

查，認定Philips收購控股公司（原本形式上唯一受三家銀行所「聯合控股」）或，

雖其法律形式上以控制Grundig，但事實上卻顯現另一種不同的情形。因為，表

面三家銀行對Grundig共有的 60％股權在彼此相互間沒有任何書面協議得以行

使。但執委會卻表示該三家銀行會在為保護其在Grundig之資產的情況下，採取

所有的可能情形，即會在某些事項上採共同的立場。因為要滿足這項推論，執委

會認為三家銀行指派Grundig兩位董事席次的行為可做為佐證。且這項依據亦被

視為推動三家銀行相互溝通的管道，及三家銀行對Grundig消費者電子事業作進

一步瞭解的工具。因此，本案中的Philips沒有再取得Grundig的絕對優勢；既然

其並未取得控股權，自無視其行為是結合規則第三條所定義的收購必要，亦遑論

其相互兼有結合的事實。 

3.經由聯合控股而產生新的合資事業 

合資結合企業必須是由二家以上的企業所聯合控股。若只有一股東享有此種

決定企業活動之權利並非共同行使時，便不符合規則內「聯合控股」之意義。此

為一種重實質而不重行事效果之判斷標準，可以由是否對該企業資產有所有權、

是否有可以在董事會指定董事或監察人之權利、或對董事會重大決策有左右的能

                                                 
315 王泰銓，同註 269，第 266 頁。  

316 王泰銓，同註 269，第 268 頁。  

317 王泰銓，同註 269，第 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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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以及經由其它管道對合資企業的事業體進行監督（例如透過契約協議等方

式）作為判斷的基準，以鑑定出那些企業是為因合資行為而結合之企業（母公司）

並有「聯合控股」的事實存在，以作為將來計算是否具有「共同體層次」之營業

額門檻標準的對象。不論自然人或具法人資格者，欲長期追求有目標的經濟利

益，均得視為有能力從事此項結合行為的主體318。 

雖然牽涉到聯合控股而產生合資事業的狀況有四種情形，有經由企業間交易

行為自然而生者、有指定必須為聯合控股者、有基於協議相互規範而聯合控股者

以及在沒有任何契約協議下，卻沒有聯合控股之事實存在者，但是，在這要說明

的是「依據協議行使聯合控股」的情況。 

目標公司為「聯合控股」的型態，絕大多數來自對其控股的母公司間的協議。

有時握有過半數股份或一定比例股份（通常為 30％）的股東，與空股低於 50％

（甚至低於 30％）的股東，以協議確保其相互間的「聯合控股」。即賦予握有

少數股權的股東在雙方協議下，有否決公司政策或商業競爭策略的權利；以確保

公司正常的運作。而少數股權股東也可以經由彼此合意，相互聯合簽訂對公司決

策事項有否決權，增加與公司控股者談判的空間。原則上，以協議或契約型態來

限定該公司應受「聯合控股」的情形，在企業間是最常見的。「依據協議行使聯

合控股」的情況可以從James River/Rayne案子319看出。JA/MONT Holdings NV 

(Holdings)當時已經是James River Corporation of Virginia (“James River”)與

Montedison Spa (Montedison)控股的合資企業。James River與Rayne Holdings 

(“Rayne”)金融控股公司贊同Montedison會把它控股裡的股份賣給Rayne。由於這

合同，Rayne將會以收購Montedison控股裡的 50%股份而取代兩個控股母公司其

中之一的Montedison。因為Rayne收購控股的聯合控股，根據ECMR第三條的規

                                                 
318 王泰銓，同註 269 第 277 頁。  

319 Case No. IV/M.162 – James River/Rayne, 13/0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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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這個運作構成結合行為，新的合資企業也就因此形成了。James River與Rayne

之間有提供聯合控股的股東契約(a shareholder agreement)。這契約取代James 

River與Montedison之前的合同。控股是指在荷蘭註冊的公司，它在荷蘭註冊的持

有 85.9％的控股利益，Finnish集團的Nokia則持有JA/MONT NV剩餘的控股利

益。這荷蘭公司重組幾個James River、Montedison與Rayne以前擁有的運作子公

司。 

（二）企業結合之門檻標準 

結合規則適用於所有具有「共同提層次」(community dimension)的企業集中

競技力的結合行為。共同體層次一詞在結合規則內，原則上是指需要超過一定的

門檻規定營業額(turnover)的意思。結合規則對於結合的管制必須進行二階段之檢

驗，第一階段是檢驗結合行為是否符合結合規則第三條所稱經濟力的「集中」

(concentration)；第二階段檢驗結合企業的營業額加總是否到達到第一條的結合

管制門檻，及企業經濟力的集中是否對共同體產生影響而可以是為具有「共同體

利益」，即達到「共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結合規則透過計算企業

的營業金額，測量其經濟資源的集中狀況，並且依據其營業額的地理區域分佈狀

態，反映經濟資源的地理分佈情形320。 

結合規則第一條第二項與第三項分別設有二個個別門檻，以檢視結合的企業

營業額是否達到共同體規模。第一條第二項計算所有參與結合之企業的全球總營

業額是否超過 50 億歐元，並且以共同體內之營業額門檻，決定企業結合是否符

合共同體的最低規模，即至少二個以上參與結合之企業在共同體內營業額超過二

億 5 千萬歐元。但其個別結合的企業三分之二的共同體營業額，發生在同一會員

國內，則純屬國內之結合行為，即非屬共同體之結合管制範圍。 

                                                 
320 結合門檻的目的是要確認共同體的管轄權，並不是在判斷系爭結合企業的市場地位

以及該結合對市場的影響，僅只計算營業額，而不計算市場佔有率及其它資料。王泰銓，

歐洲事業法（二）歐洲競爭規範，五南出版社，2000 年，第 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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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第三項則適用於不符合以上第二項的結合行為。雖然該結合不符和第

二項全球規模的結合門檻，如所有參與結合之企業的全球總營業額超過二十五億

歐元；並且所有參與結合的企業在至少三個以上的會員國內，總營業額超過一億

歐元；及至少二個以上的結合企業，其個別的營業額超過二千五百萬歐元，而在

共同體內的營業額達一億歐元以上，即屬達到「共同體規模」。除非該營業額的

三分之二在同一會員國內時，也不適用結合規則的管制規定。 

至於營業金額321的意義，依照結合規則第五條規定，營業額是指「產品銷售

或服務提供所生之金額」。「產品銷售」代表企業經濟之行為，表現在其營業金

額，而「服務提供」如同產品的銷售，同樣計算公司會計帳目中「銷貨」(sale)

項下的金額。在計算營業金額時，是計算企業的「淨」營業額，並且減掉結合規

則中所規定扣減的項目。 

因為金融控股公司是屬於金融機構，所以應該適用結合規則第五條第三項(a)

的規定，但是由於金融控股公司主要目的在於取得並參與被控股公司的營業，所

以也必須適用結合規則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也就是說，當金融控股公司對他事

業具有影響其營運決策能力時，該他事業的營業額也必須計入金融控股公司的營

業額之內。舉例而言，在計算金融控股公司的營業額時，先計算其本身的營業額，

再加入所控制子公司的營業額，但是必須減去子公司的盈餘分紅或配股322。 

（三） 競爭評估 

為了要評估銀行合併對金融服務價格的影響，則要考量兩個因素：合作銀行

的現狀問題與競爭性程度323。 

 

                                                 
321王泰銓，同註 269，第 300 - 301 頁。  

322王泰銓，同註 269，第 304 - 310 頁。  

323 Supra note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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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歐元區域國家各類金融機構市場佔有率 

（Market Shares (%) per Type of Institution in Selected Euro-Area 

Countries ）【end-1998】 

 In % of Total Assets In % of Total 
Deposits 

In % of Total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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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Commercial Banks 

Savings and 
Cooperative banks 

Others 

 

54.1 

28.4 

 

17.5 

 

38.4 

60.1 

 

1.5 

 

43.5 

36.5 

 

20 

Germany 
Commercial banks 

Saving and 
Cooperative banks 

Others 

 

47.9 

27.8 

 

24.2 

 

43.9 

50.2 

 

5.9 

 

47.3 

33 

 

9.2 

Spain 
Commercial banks 

Saving and 
Cooperative banks 

Others 

 

55.7 

38.7 

 

5.6 

 

48.6 

48.1 

 

3.3 

 

52.7 

40.2 

 

7.1 

Italy 
Commercial banks 

Saving and 
cooperative banks 

Others 

 

81.1 

13.3 

 

5.6 

 

83.2 

15.7 

 

1.1 

 

85 

13.6 

 

1.4 

Source: Belaish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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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指出：幾個歐洲國家擁有大量的非營利金融機構、存款銀行(savings 

banks)與合作銀行(cooperative banks)。在德國、法國與西班牙，這些機構傾向於

減少私人利潤銀行所收費的差額(margins)。當這些機構改變了它們法律定位，這

情形就會有所改變。第二，必須分析競爭性程度，例如：新成員輕鬆地進入有利

潤的市場部分。一九八０年代的自由化與貨幣市場基金(money market fund)的誕

生減低了銀行以存款提高差額(margins)的能力。同樣地，大公司以商業用具進入

資本市場之情形也減少了結合對貸款差額(margins)之潛在影響力。但是，一些特

定的金融服務似乎沒有很開放它們的競爭性。澳洲與加拿大金融服務的複審與英

國銀行的競爭報告324全都指向，金錢與給付服務的零售/少量需求以及中小企業

取得貸款的情形主要是由銀行地方分行從事的。另外，還有巨集的現象

(clustering)，消費者收購大包的產品，而不是單件產品。 

有五種實證方法可以拿來檢視市場力量的效力。第一個方法則是評估結合對

價格的影響。第二是評估市場比例的改變對利息比例的影響。第三是觀察利率僵

化的程度。觀察商業領域的利潤平衡與利潤性程度是第四個方法。第五則是觀察

市場以記錄價值比例。市場力量有可能導致將來利潤的傾向；這些利潤在有效率

的市場中應該從股份市場價打折扣325。 

Corvoisier與Gropp提供重要的證據資訊：結合影響到貸款市場，但是在存款

市場裡結合影響力並沒有很大。Focarelli與Panetta分析銀行合併對大筆存款利潤

的效力。它們察覺到，在短時間內會有利潤的增加，但是在長時間內則會有利潤

的減少。這種情形在提示：銀行合併的成本效率作用支配了存款市場的市場力量

                                                 
324 Supra note 197, at 43. 

325 Ibid. 

 176



 

作用。這些的研究與大筆存款市場有競爭性的觀點一樣；大筆存款市場有競爭性

的理由是因為有貨幣市場基金的存在，而且貸款市場也比較沒有競爭性326。 

英國的競爭委員會(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也在二００二年提出提供銀

行服務業給中小企業的詳細報告。執委會察覺到四個這大型的清算銀行(clearing 

banks)擁有 90％的市場股份，這個股份已有十年都沒有改變。它們相信，因為需

有投入的投資成本，所以才會有進入的嚴重障礙。它們觀察，在一九九八年與二

０００年期間分配給中小企業的股東權益的平均稅後盈利是 24％；把這個數目

與 10.8％股東權益成本比較。再以謹慎的方法再聲明權益與考量貸款損失條款的

循環性，它們大約估計，調整過的股東權益盈利是 18％，它們也斷定這些因素

說明缺乏有效率的競爭。競爭執委會提出了幾個救濟策略來促進競爭，例如：資

料透明度、從甲銀行到乙銀行轉變的鬆弛。 

關於中小企業對勞工雇用的重要性，較有效用地監視歐洲零售銀行競爭性似

乎是必要的。競爭複審應該集中在非常特定的銀行服務業。對這種情形的分析引

來一個建議，給付服務不僅開放到銀行，也開放到保險公司與資金管理者。這是

減少結合，以及增加競爭的方法327。 

小結：歐洲執委會對第三條第五項(a)款與(c)款會不會繼續實踐關於金融服

務發展與自一九九０公司融資的目標，而提出問題，它也懷疑是否應修訂

ECMR。雖然ECMR對金融機構設下上述的規定，但是歐洲執委會在綠皮書328上

                                                 
326 詳細的數目與分析資料，supra note 197,at 44, 56 – 57. 

327 Supra note 197, at 45. 

328 The Gree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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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第三條對金融機構一般交易的某些排除條件在實務上卻很少拿來適用。執

委會覺得ECMR第三條第五項相關用詞的適用太狹窄，特別是針對資金成長或科

技成長投資形的合資資金商業交易的相關用詞之適用，因為金融機構在公司管理

經營方面上，並沒有扮演活躍的角色。 

通告(notifying)歐洲執委會一個合併的發生會牽涉到相當大的時間、人事與

金錢費用。因為金融領域上的交易沒有普通合併的特別特徵，而且參與收購通常

只是暫時性的，以及金融機構在公司管理上只佔有一定的限制部分，所以這些費

用對金融領域上的交易是不合理且不成比例。因此在競爭法觀點上，這些交易與

競爭法的關連性比其它領域的合併與競爭法的關連還要具有限制性。所以，執委

會的結論是這些交易並不會造成反競爭的顧慮。 

四、國家補貼  

歐洲共同體條約一方面禁止私人企業對競爭之限制，而設第八十一條、八十

二條之規定；他方面亦禁止國家透過補貼行為而扭曲競爭。國家之補貼非但可能

影響會員國間之公平競爭而應受禁止，並可能干預會員國國內產業間之競爭，而

產生不公平之情事。故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七條至八十九條，規範國家補貼

行為，其目的在防止國家之行為而造成限制競爭之效果。以下先就歐洲共同體之

國家補助規範體系為概述329，再析述金融集團於此發生之實際案例。 

（一）國家補貼之構成要件 

                                                 
329 關於國家補助，詳參王泰銓，同註 269，第 36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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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七第一項規定：「除本條約另有規定外，由一會員國

所給予或其經任何形式之補貼，因優惠特定企業或特定產品之生產，至於競爭有

受扭曲或扭曲之虞，而致影響會員國貿易者，應被認定與共同市場不相容。」330，

分析上述條文，可得國家補貼之構成要件。構成國家補貼之要件有三：其一，必

須由會員國或其資源所為之補貼，而所謂「國家資源」不只包括經由公法上之組

織，如果經由受國家控制的私法上公司，由國家所設立並決定進行之補貼也包括

在內。其二，補貼必須扭曲競爭或有扭曲之虞，此所謂扭曲競爭，係指受補貼之

企業其競爭力較未受補貼企業為優即屬之；而有扭曲競爭之虞，則指受補貼之企

業其競爭力與其未受補貼時相較，競爭力有所改進331。其三，此補貼必須影響會

員國間之貿易，首先考量受補貼之企業在相關市場中之地位，以及會員國間之貿

易量，然而對此方面的證據要求是很低的。歐洲法院認為，只要不同會員國之公

司彼此間有競爭關係，即便相互間無貿易關係，亦足認補貼影響會員國間之貿

易。總之就此要件而言，歐洲法院採取寬鬆之審查標準。 

（二）補貼之例外許可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七第二、三項規定例外得為補貼之情形，而國家之補

貼，又可分為不需經許可的補貼，與需向執委會聲請許可，經其裁量決定者。分

別規定於第二、三項。第二項列舉了無需許可之補貼，包括對個別消費者社會性

之補貼、為填補自然災害或偶發事件所受損害之補貼、給予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內

部分地區因德國分裂所致經濟劣勢之補貼。而第三項則明訂授權執委會裁量許可

之補貼，包括對非常困難地區之補貼、為促進有關歐洲共同體利益重要計畫之補

                                                 
330 王泰銓，同註 269。  

331 Case c-173/73,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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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地區性與產業性之補貼、文化和歷史遺產保存之補貼、其他理事會依執委會

之提議以多數決定之補貼。 

（三）補貼之審查及救濟程序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八條，就補貼相關程序上之事項為規定。執委會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展開調查程序，若經兩個月之初步調查程序後，若執委會不反對該

補貼時，僅需以非正式信件通知該會員國332；而若尚有疑義時，一第八十八條第

二項召開論程序，經辯論後，若執委會決定該補貼不合法，則會員國即應終止此

補貼，並執委會上得要求受補貼者退還補貼金額。若會員國未於期限內完成執委

會之決定，則執委會逕依第八十八條第二項333之規定向歐洲法院起訴。而係爭會

員國或第三者對執委會之決定不服者亦可經由歐洲法院救濟。 

（四）金融集團相關案例 

國家補貼於金融領域最常見的案例為，德國政府對德國存款銀行資金之挹

注，而德國之存款銀行為綜合銀行之一種，亦得為歐洲共同體法概念下之金融集

團，據此，此種案例所設定之法則亦得類推於其他種類之金融集團。於此最著名

                                                 
332  Case c-312/90;Case c1220/73,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333 依據歐洲共同法第二百二十六、二百二十七條之規定，執委會在提交歐洲法院之前，

應予相關會員國陳述意見之機會，於相關會員國陳述意見後，執委會並需提出附理由之

意見書，始得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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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為Westdeutsch Landesbank334案，以下論之。 

1.爭議背景： 

爭 議 之 主 角 為 Westdeutsch Landesbankm 與 WFA 。 西 德 意 志 存 款 銀 行

(Westdeutsch Landesbank)為百分之百公有之銀行，其最大股東為北來茵—西伐利

亞邦(Land of North Rhine-Westphalia)政府，主要從事邦的中央銀行業務，並為處

理其持股之公法人為金融交易，此外尚從事一般商業銀行之業務。WFA乃一受

公法規範的特殊機構，其全部持股人為北萊茵—西伐利亞邦，而其主要任務為以

提供低利率或無利率貸款之方式促銷房屋，資金來源為北萊茵—西伐利亞邦促進

房屋基金，並每年由該邦之預算中提撥資金。WFA完全為一公益機構，而免徵

公司稅、財產稅、商業資本稅。北來茵—西伐利亞邦議會通過一決議，於一九九

二年一月一日起WFA由西德意志存款銀行併購。WFA雖因而喪失法律上之獨立

性成為西德意志存款銀行之房屋促銷部門，然其所有資產、股權、期貨均限於房

屋促銷貸款業務之使用，並財務獨立，就此非營利之部門仍得免稅。引起爭議的

是，此合併之目的乃在使西德意志存款銀行自有資金能達到法定標準335，且合併

之結果使西德意志存款銀行得就該部門享免稅之待遇。德國銀行同業公會認其違

                                                 
334  Case T-228/99 and T-233/99,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335 依 據 89/647/EC號 指 令 (Council Directive 89/647/EEC of 18 December 1989 on a 

solvency ratio for credit institutions ,Official Journal L 386 , 30/12/1989 P. 0014 - 0022)、

89/299/EC號指令(Council Directive 89/299/EEC of 17 April 1989 on the own fund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Official Journal L 124 , 05/05/1989 P. 0016 - 0020)，信用機構需具有相

當 於 風 險 調 節 資 產 （ risk-adjusted assets ） 與 承 擔 風 險 資 產 負 債 交 易 （ risk-bearing 

off-balance sheet transaction）百分之八的自有資本，此之自有資本並西為信用機構得無

限制立即動支的核心自有資本。德國銀行法第十三條就借款金額亦以自有資本額計算，

然德國之存款銀行多半自有資本額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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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家補貼之規範與共同市場不相容，於一九九四年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向執

委會請求展開對德國政府的調查程序。執委會於 2000/392/EC336號指令命西德意

志存款銀行返還國家補助，共八十億七千七百萬歐元。西德意志存款銀行與北萊

茵—西伐利亞邦不服此決定，以執委會為被告向歐洲第一審法院提起救濟，法院

於二零零三年三月六日判決。 

2.重要法律爭點： 

本案爭點龐雜，至少可分成六部分，包括競爭實體法與競爭程序認定適時與

適用法律的爭議，以下僅就本案重要競爭實體法上的爭點論述。首先就國家資源

是否存在，兩造即有爭論。原告認為此種合併純粹屬於企業間之投資行為，其運

用上在經濟上頗為明智，而非國家資源；然另一方面執委會認為即使以投資之形

式，不代表當然不構成國家資源。法院就「國家資源存在」之解釋為直接或間接

由國家取得之資源，即便國家就此資源使用上頗明智而近似一般投資人，亦不能

否認國家資源之存在。因為國家資源之認定，乃在探究資源之本質是否具有公共

性，而不在此資源使用上是否明智，蓋後者乃為判斷補助是否存在之標準。再者，

原告認為執委會（即被告）之決定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百九十五條之規定，

而排除會員國管理其財產權。然而法院認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百九十五條並無

排除歐洲基礎法則之效力337，而競爭規範屬歐洲基礎法則；並且適用國家補助之

法則亦未限制會員國第二百九十五條之權利，亦未剝奪國家全部之管理財產之

                                                 
336 2000/392/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8 July 1999 on a measure implemented by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or Westdeutsche Landesbank - Girozentrale (WestLB) 

(notified under document number C(1999) 2265)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nly the 

German text is authentic) ,Official Journal L 150 , 23/06/2000 P. 0001 - 0037. 

337 Case 182/83,Case C-302/97,Case c-367/98,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 

search_ 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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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最後，於國家補助之認定上，原告又認為執委會不當擴大適用市場經濟投資

人原則，此原則應僅適用於非營利事業，西德意志存款銀行為營利事業，並且此

擴大適用與歐洲法院判決前例338與執委會之慣例339矛盾。所謂市場經濟投資人

原則，是指於同樣之條件之下，市場上一般投資人是否為同樣的資金挹注，若肯

定，則不構成國家補助，而屬於合法之投資行為。法院認為不論是從判決先例或

是執委會之慣例，均無法推出其有排除營利事業適用此原則之意旨340，並適用此

原則不違反任何共同體法律規定。除上所述之外，本判決上就事實認定上有所爭

議，於此不論。雖然此判決因執委會於具體認定市場經濟投資人原則所採之計算

方式，並計算應返還金額不為歐洲法院所承認，最後執委會敗訴，但法院於本案

所確立之原則，得成為對綜合銀行有無國家補貼存在之判斷標準。 

3.小結： 

本案處理的是國家以合併公有機構之方式挹注資金之爭議。可以確定的是，

此種資金挹注本質上屬國家資源，而若其投資不符和市場經濟投資人法則時，即

構成國家補助。日後發生之爭議，即遵循此原則處理，譬如巴伐利亞邦存款銀行

接受特定目的資產案341，於二００二年十一月十三日執委會通知德國政府342，

其將為歐洲共同體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之調查，並邀請德國政府發表意見，此即

                                                 
338 Case C-305/89 ,para 20.,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339 Points 2 and 16 of the 1993 Commission Comunication  

340 詳參此判決第 210,211 段。  

341 NN 87/B/01 

342 State aid - Germany - Aid C 70/02 (ex NN 87/B/01) - Bayerische Landesbank - 

Girozentrale - Invitation to submit comments pursuant to Article 88(2) of the EC Treaty, 

Official Journal C 081 , 04/04/2003 P. 0013 - 0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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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類似之案件，而執委會亦做出違反國家補助之初步認定。 

第三項  重要會員國對金融集團之監理與競爭法之適用 

 歐洲各國之金融體系各異，不過主要可略分為金融集團與綜合銀行兩大體

系，而規範制度亦有所差異，以下分別就此二制度為敘述。 

歐洲金融機構，包括德國銀行，仍然考量美國銀行文化的競爭性。因而在一

九九八十一月二十三日，歐洲最大銀行德意志銀行以大約七點零二億美元

(approximately 702 billion in US dollars)收購美國的信託銀行Bankers Trust。那天

消息傳出，美國的股票指數與德國市場猛漲。雖然併購的價額是非常的高，德意

志銀行仍然很樂意地收購信託銀行Bankers Trust343。 

Junichi Hirano 認為歐洲金融規則仍然零亂。貨幣聯盟也嘗試結合歐洲的貨

幣政策。雖然每個歐洲聯盟會員國監理主管機關間的合作有在加強，但是當銀行

破產時，卻沒有統一的規定 ─ 每個國家都有平衡金融市場的責任。 

於此尚須先為說明的是，歐洲共同體法與會員國國內法之關係344，以明二者

之規範位階。共同法對會員國國內法而言具有即時適用性、直接適用性、優先適

用性。即時適用指歐洲共同法一經制訂生效後，及自動取得各會員國國內實證法

                                                 
343 Junichi Hirano,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A ‘Bubble’Economy’ – A study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March 2002, see  

http://www.columbia.edu/cu/sipa/ REGIONAL/EAI/ hirano_report.pdf  

344 王泰銓，同註 210，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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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力，而無需經過會員國之內部繼受程序345；直接適用則指歐洲共同體法之規

定直接在會員國與其人民間創設一種法律關係，一該法律關係的內容，會員國人

民得援用共同體法之規定請求會員國內國法院保障其權利346；優先適用原則係指

歐洲共同體法與會員國國內法同時並存並內容相互抵觸時，歐洲共同體法之規定

具有優先於內國法之規定而適用之效力347。在如此之理解下，歐洲聯盟法直接、

即時對會員國生效並其效力優先於會員國國內法適用。故會員國之國內法在不與

歐洲聯盟法抵觸之前提之下，於該會員國領域內自有適用，並對歐洲聯盟所未規

範之事項，自得形成規範。 

第一款  英國金融業監理與競爭規範 

雖然英國是歐洲聯盟的會員國，而且對於金融集團活動的英國一般政策是符

合銀行統一指令(Banking Consolidation Directive)條款以及類式的指令，但是對於

金融集團的監理制度值得把英國個別提出來探討。 

第一目  英國金融業之概述 

英國的”Big Bang”（對證券交易所的某些限制常規的終止）是金融多元化的

原動力，特別是集團是根據銀行或當時實存銀行集團收購證券子公司的結果，而

誕生的。金融集團發展的過程是從”Big Bang”後期繼續的348。 

                                                 
345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81 頁。  

346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85 五頁。  

347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95 頁。  

348 See “The Supervision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 Report by the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ions, page 70. Also see Valentine V. Craig, 

 185



 

 二０００年三月底，有三百一十五家銀行與被歐洲授權機構的分行有資格在

英國接受存款。八十多個國家的銀行在倫敦涉有子公司、分行或代表處。除了四

大(the “big four”)( HSBC、Lloyds TSB、Royal Bank of Scotland 與 Barclay)金融機

構之外，也有其它大型銀行在英國從事零售銀行的工作。大型的營造團體與其它

商業，特別是保險公司與超級市場，也有進入零售銀行業領域的趨勢。傳統上，

重 要 的 銀 行 (major banks) 是 經 由 它 們 的 分 行 來 運 作 ； 但 是 由 於 電 話 銀 行

(phone-banking)與網路銀行(internet-banking)的增加，分行功能也開始沒落。 

除了這些銀行之外，還有三種類似銀行的服務： 

（一）建築合作社(building societies): 這一型的服務專門在處理房屋融資與給予

財產抵押的長期抵押貸款。但是，由於幾個大型合作社(societies)要轉換

成銀行的關係，建築合作社正在逐漸減少當中。 

（二）互助合作社(Friendly societies)：這個合作社提供有限的金融與保險服務，

它也可以經由子公司來供應較廣泛的服務。2000 年的金融服務及市場法

(the FSM Act)排除了對互助合作社子公司的限制。 

（三）信貸聯盟(Credit Unions)：這個聯盟是相互擁有的金融合作社(mutually 

owned financial co-operatives)。這些金融合作社給與需要信貸的弱勢團體

(disadvantaged community)提供安全與低成本的貸款。近年來，它們運作

的可塑性逐漸變大。對信貸聯盟的規則也由金融服務及市場法加強，這包

                                                                                                                                            
“Financial Deregulation in Japan”,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Banking Review, 

Vol. 11. No. 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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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類似對銀行與建築合作社消費者保護的保護方案。 

權益交易是由被承認的七個投資交易所（包括倫敦證券交易所(LSE)）與被

承認的兩個票據交換所履行的。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有權

利承認與監理英國的投資交易所與票據交換所。二０００年五月，倫敦證券交易

所讓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扮演主管機關角色來管理英國上市公司，並且現在負責上

市的規定349。 

一九九七年前，金融業的不同領域是各自分別規範的。一些金融領域也開始

合併。因為英國對它們金融業的規範架構逐漸不滿，加上世界金融市場全球化的

增加以及金融服務業的競爭增加，所以英國的金融體系在過去幾年有重要的改

革，也就是在一九九七年全部金融服務業一由個單一金融服務當局監理者。因為

不同金融服務商務與金融規範複雜性之間的區別有模糊，所以這個改革則是需要

的。現在英國的金融體系包括以貨幣與非貨幣金融交易的廣泛金融用具與市場場

所。財政部的責任則是以公平與有效的監理來確保銀行與金融服務的有效率市場

350。 

一、金融服務當局建立之前的規範者 

                                                 
349 The whole information is from “Report on the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overseas duty visit in April 

2001), by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June 

2001, page 14 –15. 

350 Ibid,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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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理當局在單一規範者出現前使用多種方法使監理發生作用。監理當局運用

的監理最主要是監理單獨集團公司(solo group companies)，但是這個監理還是由

多種型態的合併或集團監理補充。例如，英格蘭銀行(the Bank of England)與建築

合作社執委會(the Building Societies Commission)依照相關的指令運用合併指

令，而證券及投資理事會(the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Board)與自律組織(the Self 

Regulating Organizations (SROs))使用較有品質的途徑。英格蘭銀行、貿易與工業

保險部門處(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Insurance Division)、證券及投資

理事會與自律組織給予單獨規範集團公司監理補充以集團為基準的資料（這是監

理人定期會議所相互交換的資料）。 

二、金融或混和集團之下無執照控股公司的監理 

無執照控股公司時常位於英國籍的銀行或保險業優勢的金融集團之總公

司。在沒有其他規範當局對這些銀行機構管制之下，英格蘭銀行當時與無執照控

股公司是有實質接觸的單位，而且根據銀行法(the Banking Act)，它可以以一集

團裡的機構使用權利而向它們要求有關它們的資料。貿易與工業保險部門處(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Insurance Division)對保險業優勢的金融集團的

監理也有類似的權利。並且，根據第二統合監理指令(2CSD)規定，在貿易與工

業保險部門處的合併監理中，銀行也包括英國籍的銀行業佔優勢的金融集團的無

執照控股公司351。 

三、英格蘭銀行的功能 

                                                 
351 Supra note 349, at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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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蘭銀行，根據單獨基礎(a solo basis)，監理全部註冊於英國的銀行（授

權的機構）。依據第二統合監理指令，英格蘭銀行也以合併基礎來監理全部授權

的機構的資金適當性與集中風險。一九九七年，英格蘭銀行擁有決定利息比例的

權利。隨後，因為有了英格蘭銀行法令，對銀行與收受存款機構監理的責任於是

傳給金融服務業管理局。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是負責單件團體的監理，而英格蘭銀

行仍然負責維持金融體系的全面穩定。根據瞭解書的備忘錄(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 英 格 蘭 銀 行 設 立 了 金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a 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來監控銀行對金融體系穩定的改良與監控。這委員會經由資訊共享的

安排，與金融服務業管理局密切的合作。當金融的體系穩定受到威脅時，為了要

促進可能無法完成的給付與清償的完成，英格蘭銀行可以介入市場。當金融機構

破產可能對市場帶來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時，英格蘭銀行在最後不得已時，可

以考慮扮演經營貸款業者之角色352。現在的英格蘭銀行是英國的中央銀行。它主

要的責任是： 

（一）維持金融體系的全面穩定，包括貨幣系統的穩定； 

（二）管理國內與國外的給付系統； 

（三）監控金融體系的發展；與 

（四）促進金融領域在國際上的效率與效力。 

                                                 
352 Supra note 349, at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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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一規範者(Single Regulator) 

經由金融監理局(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Agency)與財政金融系統計畫政府

機關部(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Financial System Planning Bureau)的合併，金融服

務局(th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於二０００年七月一日誕生353。金融服務代理

處對銀行、保險與證券等金融領域有廣泛的權利，而且對金融系統的計畫、金融

機構的監理與調查、以及證券交易監督管制而付有統合的責任。金融與資訊科技

成長反應了金融服務局的行政構造，因為金融與資訊科技成長導致金融群體與金

融集團在金融領域裡打轉，以及導致複合金融產品的發展。英國的金融服務及市

場法把規範與監理金融機構的權力授與單一金融服務業管理局354。這改革的理由

是： 

（一）減少分業規則間的重疊、隔閡與前後矛盾，以及改善人民對系統的信賴； 

（二）減少對市場參與者的依從成本(compliance costs)與負擔，以及向它們提供

極好的確信性； 

（三）加強規範者對漸大的國際整合金融市場與金融集團的規範能力；與 

（四）加強消費者保護，所以要提供較一致的消費者保護計策。 

                                                 
353 See the speech 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by 

Masaharu Hino, Commissioner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eptember 2000. 

35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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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一年十二月一日誕生的金融服務業管理局355謹慎與管理規則是針對

銀行、保險公司與投資公司等類型的事務為規範，以及針對建築合作社、信貸聯

盟、金融顧問與資金管理業務者等類型結構為規定。因此，這個單一行政團體356

具備投資管理自律組織(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ory Organization)、證券及

期貨管理局(Securities and Futures Authority)、個人投資局(Personal Investment 

Authority)、建築合作社執委會(Building Societies Commission)、互助合作社執委

會 (Friendly Society Commission) 、 貿 易 及 工 業 部 保 險 理 事 董 事 (Insurance 

Director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以及英格蘭銀行金檢處(the 

Supervision and Surveillance Depart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的357的功能。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誕生的因素是要提升對下列幾項的監理程度： 

（一）於公司組織形式上減少銀行、證券與保險間的差異 

（二）金融產品與銷售管道（channel of distribution）的集中 

因見識到與單一國內規範者溝通、協調、合作以及一致性，比與分配給多樣

的規範者溝通、協調、協同以及一致性較有可塑性，所以英國政府決定單一國內

                                                 
355  Also see the speech on “Dutch Experience of Supervising Internationally Activ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by Prof dr. A.Schilder RA, Executive Director of De 

Nederlandsche Bank NV, the Conference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ion in Coperhagen, 20 

November 2000.. 

356 它活動範圍不會受到英國行政院的約束。同註 346，第 45 頁。  

357 Supra note 349, at 15, 36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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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者可以較有效率地履行上述功能。因此，金融服務業管理局嘗試著為監理採

用風險為基準的途徑；這途徑在運用上較整合，也較簡單。 

不管在一個特別的金融服務公司裡這些活動身居何處的情況下，對金融集團

單位而言，合併單一規範者結構的主要好處則是把規範資源致力於可能對消費者

以及對金融體系的穩定性帶來最大的風險的公司與商務領域的能力。最少在理論

上，單一規範者能夠使金融領域管理人的心思密切地集中在風險評定與管理上。

在效率上也是會很有成果的，例如，降低規範成本、規模較大的協調以及排除重

複的監理活動。 

現在經由金融服務及市場法授權以及規範的事業包括：銀行、建築合作社、

保險公司、互助合作社、信貸聯盟、Lloyd’s、投資與撫卹金顧問(investment and 

pensions advisers)、證券經紀人、提供特定型態的投資服務的專業公司(professional 

firms offering certain types of investment services)、以及衍生性商品交易人

(derivatives traders)。規範英國金融服務工業(industry)的九個團體(bodies)358之職

掌，現由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整合(merged)359。現在由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之下的五

個監理部門，來規範不同型態的金融機構。這五個部門是指重要金融集團部門

                                                 
358 這是指建築合作社委員會、互助合作社委員會、貿易及工業部保險理事會、投資管

理自律組織(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ory Organization)、個人投資局、互助合作社

註冊局  (Registry of Friendly Societies)、證券及其或管理局、證券與投資理事會、英格

蘭銀行金檢處(Supervision and Surveillance Divis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等。  

359 Se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formation Not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IN9/00-01, at the website, http://www.legco.gov.hk/yr00-01/english/library/0001in9.pdf , page 8 - 12 ; 

also see Integrated Financial Regulation: Lessons From The UK’s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by 

Howard Davies, Chairm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at Centre For Financial Studies Seminar, 

Auditorium Der Commersbank AG, Frankfurt, 5 December 2001, at the website: http://www.zurich. 

com/zfs/zfs/_downloads/topic_news/en/fsa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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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Financial Groups Division)、存款收取者部門(Deposit Takers Division)、保

險 公 司 部 門 (Insurance Firms Division) 、 投 資 公 司 部 門 (Investment Firms 

Division)、以及市場及交易所部門(Markets and Exchanges Division)360。（如下列

表【2-2】） 

 

Sour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IN9/00-01,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360 市 場 及 交 易 所 部 門 監 理 投 資 交 易 所 (investment exchanges)、 票 據 交 換 所 (Clearing 

Houses) 、 以 及 其 它 類 式 金 融 機 構 。 Se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formation Not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IN9/00-01, at the website, 

http://www.legco.gov.hk/yr00-01/english/ library/ 0001 in9.pdf , at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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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 

至於對競爭的改善，公平交易局(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是負責競爭領域

的，但是金融服務業管理局的一般責任則包括負責維持英國金融市場的競爭性。

因此，在它行使一般功能時，它必須考量下列競爭觀點361： 

（一）金融服務與市場的國際特色，以及希望維持英國國內競爭地位； 

（二）希望降低金融服務當局進行該履行的功能時對競爭造成不利作用； 

（三）希望促進遵守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任何形式的規範之人之間的競爭。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對被承認的全部投資匯兌有負責。證券交易的市場濫用種

類有分為內部交易，市場操縱與違反匯兌規則。為了對付前者的內部交易，倫敦

證券交易所會採取阻止、查明、調查、以及把報告提交給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起訴

362。雖是如此，但是最後還是決定不需要把「競爭環境改善」列入金融服務業管

理局的方針之一363。如果違反了金融服務業管理局的規定，違反者不會受到刑事

的制裁，除非違反的規定是實行立法法案規定之一， 例如：「市場操縱濫用」

(“market manipulation”)。金融服務及市場法出現之前，「市場濫用」並沒有以特

定的術語成列，因此使實施反市場競爭制裁特別困難。「市場濫用」定義的缺乏

也使市場參與者感到不自在，而且產業也一直希望「市場濫用」的定義能夠以正

                                                 
361 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二條第三項(e)款與(g)款。  

362 Supra note 349, at 15. 

363 Supra note 349,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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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明白的術語(express terms)表達出來。金融服務市場法現在已經定義了「市場

濫用」，364而且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也有責任準備與發行指引構成市場濫用的條件

的法規(code)。這個法規規定正確市場事務的條件，以及提被控告當事人防禦措

施365。 

第二目  英國金融業監理 

英國目前正在更新與校正謹慎要件。目前的規則說明在暫定謹慎資料書(the 

Interim Prudential Sourcebook)裡。這暫定的要件將會被整合謹慎資料書(the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取代366。當整合謹慎資料書實施時，在集團層級

當中，它會供給比現在還要大規模的監理標準整合，而消除銀行投資與保險公司

間的人為的區別。 

一、暫定謹慎資料書（the Interim Prudential Sourcebook） 

以歐洲聯盟金融集團指令(Financial Conglomerates Directive)實施之前的一

般政策銀行合併指令(the Banking Consolidation Directive)為基礎，暫定謹慎資料

書呼應了統一的銀行監理。一個沒有包含銀行或母銀行的集團將不會受到這個合

                                                 
364 金融服務市場法令第一百十八條。  

365 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一十九至一百二十二條。也參考註 349，第 49 頁。  

366 整合謹慎資料書(the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目前只有草稿，它會在二００

四年初產生效力。See the article Cameron Half, “Evolving Trends i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s of 

Cross-Sectoral Super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y Cameron Half, April 30, 2002, page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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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監理的管理。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也對伸展至全部母公司與子公司的合併監理做

了一個明確地政策承諾(an explicit policy commitment)，這個承諾是指把合併監理

運用在全部的母公司與子公司身上，直到能夠正確地評定風險的程度；銀行合併

指令只要求高階級母公司(the top-level parent)（歐洲聯盟會員國裡註冊

(incorporated)）程度的合併。 

根據暫定謹慎資料書的資料，在可能威脅到銀行的風險情況下，合併監理是

需要的。這些特定的風險是指那些一般金融集團所面臨的類似風險，例如：其他

集團公司(other group companies)所產生的風險可能損害到集團整體、銀行可能採

取牽涉到其他集團公司(other group companies)的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s)，像集

團內部之借貸(intra-group lending)、以及一個集團某處發生問題而導致銀行必需

承擔的商譽風險。所以，不像單獨檢視能夠有效地評定一個集團內的全面資金分

佈，以及指出對某事與風險敏感度；對單獨監理(solo supervision)367而言，這個

統合監理只是個補充物。統一監理是集中在確定與單獨基礎(solo basis)同階級的

集團裡主要銀行的資金足夠性。 

（一）資金統合 

集團的資金統一基於銀行合併指令。在一個集團內，隨同子公司從事某些活

                                                 
367 在歷史上，大部分的國家發展專門研究單一領域的監理局。但是，這些領域（有時

稱為「單獨」監理人）對監視它們主要商務領域以外的風險並不熟悉，而且當經營運作

與複雜且重疊的管理運作結構結合在單一集團裡時，能有效地在這些監理人中分配監理

責任會比較困難。Howell E, Jackson & Cameron Half, “Background Paper on Evolving 

Trends i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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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368，資金合併是運用在高階銀行(top-level banks)上 、或者運用在主要從事那

些活動的集團或子集團(a group or sub-group)一部份的銀行身上（當時集團或子集

團的母公司(the parent)是個金融機構）。合併資金因此適用在集團內裡全部有相

關的金融公司：母公司(the parent)、子公司、以及公司（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其擁

有 20%的參與率）。非金融公司大致不列入其內，而且他可從資金合併中扣減掉；

並且，保險活動也算是非金融性(non-financial)369。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也像銀行合併指令一樣，在合併程序裡舉出一些例子，例

如，最小分支機構，或者要轉送需要的資料時會受到相關法律之限制370。這些被

排除的投資可以扣去合併的資金，而且從集團裡排除的資產視為重要的資產風險

371。而註冊於歐洲聯盟會員國之外的母公司集團只需要較低層次地合併，例如，

合併於歐洲聯盟高階級母公司程度即可，但這些必須要有母公司符合巴塞爾的最

低標準(Basel minimum standards)監理372的情況下，才能執行373。如果母公司不

                                                 
368 這 些 活 動 包 括 ： 附 屬 銀 行 服 務 (ancillary banking services)、 借 貸 (lending) 、 融 資

(financial leasing) 、 匯 款 (money transmission) 、 發 行 與 管 理 給 付 方 法 (issuing and 

administering means of payment)、發行保證與承諾(issuing guarantees and commitments)、

替自己或顧客帳目的交易(trading for its own or customer accounts)、參與發行證券與提供

類似服務、對合併與收購的建議、貨幣經紀(money broking)、給予間接管理與建議(giv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and advice) 以 及 證 券 保 管 與 管 理 。 這 不 包 括 保 險 ， 保 險 經 紀

(insurance brokerage) 以 及 不 動 產 代 理 處 的 活 動 。 參 看 暫 定 謹 慎 資 料 書 (the Interim 

Prudential Sourcebook)，at 10 CS ¶¶1-2。  

369 See the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 , at CS4¶¶4-5. 

370 Ibid, at CS4¶6 

371 Supra note 369, at CS4¶8 

372 銀行指令巴塞爾執委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在一九

九 二 年 發 出 給 予 銀 行 群 體 一 組 最 低 標 準 。 這 也 修 改 了 巴 塞 爾 資 金 協 定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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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母國的合適監理，全體的集團（包括母公司）必須都要合併374。在相較保險

的資金要求以及銀行與投資資金要求的不同之下，母階級的保險公司也只要以較

低層次合併到最高銀行的程度375即可。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對子公司的整體整合所採取的態度，比起銀行合併指令對

要求大多數持股人與參與 (participations) 376 以項目對項目為基礎 (line-by-line 

basis)377的整體合併所採取的態度還要嚴苛。只有在其它重要股東有「資力與意

願」來提供足夠支持的特別情況之下，平均利益組合(pro rata)統合378是允許的。 

（二）整合謹慎資料書(the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 

對謹慎監理而言，整合謹慎資料書採用基於風險的方式(risk-based 

approach)。這個轉變的目的是要加強保護消費者與增強市場信心，排除對類似風

險的不同對待，排除規範性負擔與競爭障礙，以及減少強調技術條款(technical 

                                                                                                                                            
373 Supra note 369, at CS4¶¶9-10 

374 Supra note 369, at CS4¶10 

375 Supra note 369, at CS4¶¶11-12 

376 Supra note 369, at CS5 

377 依照「慣例會計規則」(“conventional accounting riles”)，項目對項目統合(line-by-line 

consolidation)是指資產負債表統合。Supra note 369, at CS5 

378 Pro rata統 合 是 只 有 指 在 有 關 連 機 構 裡 ， 集 團 的 資 產 與 負 債 比 例 分 擔 的 納 入 (the 

inclusion only of a group’s proportionate share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in the relevant 

entity)。Supra note 369, at CS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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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與清償債務盈餘(solvency margins)379 。這些要件不是要增加資金資源

的全面程度，卻是要反映公司所面對的風險，以及這些風險對金融服務業管理局

方針的影響。經由整合謹慎資料書，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欲確定，謹慎標準

(prudential standards)是實際成本，至於公司所面臨的風險，謹慎標準會與風險成

比例；它也要設立能運用在多種規範活動，而且能適用在公司上（不管在何種規

範關係之下）的一組一致的標準380。整合謹慎資料書因此徹底審查傳統功能與結

構上的區別，以及集中在金融運作的特徵上。 

依照整合謹慎資料書的指示，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表示，它要使監理標準基於

消費者損失(customer loss)或以對市場信心上的不利衝擊381。這是與傳統倒閉風

險方式的大有不同之處。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也表示，對於收受存款與保險運作類

型的公司有直接關係的公司，則要符合較高的監理標準；對與像保留顧客資產的

公司直接關係的公司，不需要符合前者的高監理標準；對與只有從事提供意見或

資產管理服務的公司有直接關係的公司，則可以依照較低的監理標準382。 

整合謹慎資料書現在仍然是個草案，但它會在二００四年實施。它對信貸風

險、市場風險、運作風險、保險風險、資產流動風險與集團風險有各自的要件383。

這些以風險為基礎的途徑符合歐洲聯盟指令的最低要件，它也是為反映出這些運

                                                 
379 Supra footnote 170 and the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 ¶¶1.1,1.4 (Consultation 

Paper No. 97, June 2001), at §1.7. 

380 See the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 ¶¶1.1,1.4(Consultation Paper No. 97, June 

2001), at §2.7. 

381 Ibid, at §2.4. 

382 Supra note 379, at §1.6. 

383 Supra note 379,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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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風險的銀行、證券與保險公司而發展整合標準的嘗試 ─ 它並不是隨意地在特

定的法人組織結構或功能安排裡安排經營的操作384。整合謹慎資料書集中在風險

的評估上，在單一集團結構裡調整這些風險的存在。 

整合謹慎資料書是要建立在國際標準的架構上，這些國際標準架構係指巴塞

爾資金協定與有關連的歐洲聯盟指令。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表示，它為了要達到國

際 標 準 而 採 用 了 「 超 等 值 」 (“superequivalence”) 的 方 式 。「 超 等 值 」

(“superequivalence”)方式的由來是擴張集團資金合併範圍至含有銀行與保險的公

司或投資與保險的公司的金融集團385。在相較暫定謹慎資料書之下，擴展資金要

件至金融集團的情況在整合謹慎資料書的集團風險條款裡是最重要的改變，而且

不需要從銀行集團資金扣去保險386。後者的要件是要在跨領域上(cross-sectoral 

basis)延伸與實施真正的合併監理的嘗試，而不像目前的標準，為了集團資金而

把「其它」領域的公司視為非金融。因此，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要把不列在整合範

圍之內的跨領域(cross-sector)集團控股公司納入在整合的範圍之內，以及承認銀

行/保險領域或保險領域的盈餘資金387。 

（一）集團資金 PSB Group Capital 

集團監理是整合謹慎資料書監理架構的基礎，但是對於金融集團架構基礎，

                                                 
384 Supra note 379, at §1.5. 

385 這已經被納入集團指令裡（不是指銀行合併指令(Banking Consolidation Directive)或

其它尚存的立法。Supra note 379, at §3.8. 

386 Supra note 379, at §3.25. 

387 Supra note 379, at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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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添加了另一層次跨領域監理。─個集團裡的運作可分為兩子集團：收受存款

與證券，以及保險與再保險。各個集團進行資金與監理程序，然後資金與監理程

序會被以全體集團階級來評定。 

這一般集團監理意圖要解決可能從集團會員或關係上發生的監理疑慮，這些

監理疑慮是指：另一集團機構的損失，可能是因為財務或商譽關連而導致公司的

財務壓力的可能性、雙槓桿(double-gearing)的可能性、以及為了要躲避規範而把

事業登記在未經授權的集團機構的可能性388。前面所敘的最後一個可能性對暫定

謹慎資料書而言是新的監理產物；這要件也因此反映出對於多種金融運作的柔韌

性與靈活性監理的必要性。對於其它集團階級監理要件，這個監理是要補充各別

公司的要件389。 

 集團包括公司裡全部的母企業與子企業，它們分別的母企業與子企業，以

及那些母企業與子企業有參與的任何企業。當一集團的會員有效地執行優勢地位

或重要影響力時，非集團會員企業、與集團會員一起在單一管理之下的企業、與

集團會員一起享有行政、管理或監理委員會的大多數會員地位的企業、以及被遺

漏而在商務地位上讓人誤解的企業，均都可以採納集團監理要件；同樣地，當一

集團的會員被非集團會員影響，剛才所提的企業也都可以採納集團監理要件390。

這個集團監理是適用於註冊在英國與歐洲經濟區的企業，這也可適用於在歐洲經

                                                 
388 See the FSA, 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 Annex C: Draft Rules And Guidance 

(FSA Consultation Paper No. 97a, June 2001) 

389 Ibid, at §1.2.1. 

390 Supra note 388, at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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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區以外註冊的母保險公司391。 

 在集團階級當中，公司要遵循系統與管控要件、資本適足性要件以及集中

風險要件。集中風險要件只針對收受存款與投資集團392。系統與控制管控要件成

分要求公司監控某公司與集團其它會員、集團會員身份、以及與它的集團之其它

會員活動的關係對那某公司的影響效力，並且要公司監視有無遵守報告集團風險

的要件393。 

 屬於收受存款與投資業務集團內的每個公司必須確定，其集團風險資金之

來源不能低於集團法定風險資金之來源，並亦需確定其公司的次屬集團風險資金

之來源不能低於它的次屬集團法定風險資金之來源394。這些規定則不適用於沒有

信貸機構 395 的某些投資公司集團，以及依照銀行合併指令或資本符合指令

（Capital Accords Directive (CAD)）396而遵循另一個歐洲經濟區國家監理的合併

集團公司。上列的評定的主要成分是「收受存款與投資商務集團資金成分」。「投

資商務集團資金成分」與暫定謹慎資料書裡要計算的資金要件是概括地等值。 

（二）跨領域監理 PSB Cross-sector Supervision 

                                                 
391 Supra note 379, at §1.4.3. 

392 Supra note 379, at §1.2.3. 

393 Supra note 379, at §2.2.2. 

394 Supra note 379, at §3.2.1. 

395 Supra note 379, at §3.1.2. 

396 Supra note 379, at §3.1.5 – 3.1.6. 

 202



 

整合謹慎資料書對跨領域監理的納入的意圖是要較正確地監控金融集團所

承受的風險。對金融集團在計算集團風險資本適足性包括跨領域控股公司 ─ 就

算它們這些控股公司的本質是非金融或非保險。跨領域控股公司(cross-sector 

holding companies)是指一起在集團全部活動而佔集團全部活動率 50%以上的金

融與保險企業的歐洲經濟區域總母公司(the ultimate EEA parent)，並且也是一起

在集團全部活動而佔集團全部活動率 50%以上的保險集團之金融企業子公司，以

及金融集團之保險企業子公司的歐洲經濟區域總母公司397 。 

整合謹慎資料書使用基座區隔方法(a building-block approach)來計算資金

398。在最一般階級中(at the most general level)，全部集團企業合併在一起成兩個

個別的基座區隔(two separate building blocks)：一個區隔包括保險與再保險全部

商業活動，另一個區隔包含全部存款取得與投資商業活動。這些區隔裡的資金然

後依照整合謹慎資料書統合集團資金的要件來計算，並且合併在集團階級中的任

何盈餘或赤字而形成一個全面集團評定399。大量揭露限制不運用在集團層級當

中。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指示，收受存款、投資與保險之間的專用要件不同化會

嚴重地把前面的要件複雜化400。 

一個集團的跨領域集團資金資來源(cross-sector group capital resources)不能

低於跨領域集團資金要件。這此諸要件反映了集團指令 (the Conglomerate 

Directive)裡的要件。跨集團資金成分是以最高的歐洲經濟區域保險或金融企業層

                                                 
397 Supra note 379, at §5.2.1(1). 

398 這是符合金融集團聯合論壇所推薦方法。  

399 Supra note 379, at §5.2.1(2). 

400 Supra note 379, at §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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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或以擁有收購與保持金融與保險企業裡的持有率(holding)的主要事業（佔全

部資產負債表的 50%以上）以及超過全部表內化與表外化資產負債表 10%較小

領域的控股公司的階級來計算401。在收受存款與投資公司區隔方面，資金資源計

算 的 要 件 是 對 應 資 金 要 件 的 總 額 (the sum of the corresponding capital 

requirements) 402： 

資金資源 ＝ 整合集團每個會員資金的總和 ＋ 在跨領域整合集團裡其它金

融企業的資金資源 ＋ 控股公司的代理資金要素403

在保險與再保險區隔方面，資金是以平行為基礎(a parallel basis)的方法計

算，除了在保險企業被金融企業取代的情況之下404。 

每個區隔的盈餘或不足額 ＝ 各別資金資來源 ─ 分別資金要件 ＋ 不能納

入任何區隔盈餘扣下的其它區隔盈餘的任何成

分405。 

                                                 
401 Supra note 379, at §5.3.2. 

402 Supra note 379, at §5.3.5. 收受存款與投資群體整合要件規定以垂直方法來計算群體

資金；不是在這些群體的金融機構，或是保險群體聯營公司的金融機構，必須分別的納

入(incorporated separately)。  

403 “[c]apital resources are the sum of the capital of each member of the consolidated group, 

plus the capital resources of other financial undertakings in the cross-sector consolidated 

group and a proxy capital component for holding companies”. Supra note 366. 

404 Supra note 379, at §5.3.6. 

405 “The surplus or deficit for each block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pective capital 

resources and requirements, with any components in the surplus that is not eligi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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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扣減程式確定跨集團資金資源只會包括橫過前面兩個區隔(across both 

blocks)的資金406。 

跨集團資金成分之計算的最後步驟是資金資源與資金要件的計算： 

跨領域集團資金資源 ＝ 各別區隔資源至基座要件的總和 + 任何合格的

盈餘407

跨領域集團資金要件只是各別團體要件的總和408。這個途徑確定每個區隔有

適當的資金，並且對其它團體而言，任何盈餘是被視為資金。 

因此從上述可以看到，整合謹慎資料書的途徑把金融集團共同討論會(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409所定的基座區隔資金研究方法(building 

block capital methodology)不可缺的原則具體化。不管兩個各別區隔真正的法人組

織關係是如何，兩個各別區隔的分別為經濟整合的重要角色。因此，雖然可以假

                                                                                                                                            
inclusion in the other block deducted from any block surplus.” Supra footnote 207, page 

109; supra footnote 183, at §5.3.8. 

406 Supra note 379, at §5.3.9. 

407 “Cross-sector group capital resources are the sum of the respective block resources up to 

the block requirements, plus any qualifying surplus”, Supra note 366, at 109. 

408 Supra note 379, at §5.3.10 – 5.3.11. 

409 在銀行監理巴塞爾執委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證券理事國

際協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ers (IOSCO))與保險監理人國

際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籌畫之下，金融集團

聯合論壇在西元 1996 年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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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資源在現實社會裡會在集團會員裡互相轉移，但是這資金的計算是比較關連

到集團的真正風險描述與結構。 

（三）集團監理（Group Supervision）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正在實施一個真正集團監理體系，這是指在單一監理的指

揮之下，一個特定金融集團的監理人會以單一團隊來一起運作410。這途徑是要在

金融服務業管理局的單一規範者結構之內提供較有效率的監理，來替代較傳統的

單獨監理。單一監理團隊是由擁有全部有關連的領域的專門知識與技術的監理人

組成的，這些監理人在團隊的佔有比例足以反映出整體集團結構411。從一九九九

年中期至二００一年中期之間，這個途徑有接受幾個金融集團的考驗，而且現在

這途徑較有被普遍地實施執行412。 

這種協調監理方式的轉變可能導致特定要件的監理程序，而這特定要件密切

地關連到每個特定集團。然而，這也會負擔失去一些監理規模經濟，以及失去可

能在功能監理體系裡發展的機構知識累積的風險。 

二、金融服務及市場法 

                                                 
410 See FSA, Lead Supervision: The FSA’s New Approach to the Coordination of Its 

Supervision of Groups, 9 June 1999, page 12, at the website: 

http://www.fsa.gov.uk/pubs/other/54.pdf . 

411 Ibid. 

412 Supra note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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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被授權者的控股規定 (control over authorized persons) 

如果自然人或法人所提議要行使的階段會造成它對英國所授權者(a UK 

authorized person)控股、造成它對英國所授權者另一控股、或造成它對英國所授

權者相關種類控股的增加，而且這相關控股是它已經對英國所授權者行使的控

股，那麼它必須向金融服務當局公告它的決議413。英國所授權者，是指在英國任

何領域的法律下所組成的團體被授權者或非公司組織的協會(an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的被授權者414。 

金融服務業的控股，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在英國所授權的人持有股份的控股、

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持有股份的控股、在英國所授權的人或在英國所授權

的人的母企業行使或控制行使投票權的控股。在這一一說明的控股主要可分為三

大類：併購控股、控股增加與控股減少。 

1.併購控股(acquiring control) 

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併購者、併購者的任何關係人

(any of the acquirer’s associates)415或併購者與其任何關係人(any of his associates)

有下列情形，則均屬於併購者、併購者的任何關係人(any of the acquirer’s 

associates)或併購者與其任何關係人併購英國所授權的人： 

                                                 
413 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也詳參同條第二項。  

414 參看第一百七十八條第四項(b)款與表第一段(para. 1 of Schedule 5)。  

415 對於關係人 (associates)的定義，請詳參第四百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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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英國所授權的人持有 10％以上的股份416； 

（2）可以經由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股份，而對英國所授權的人的管理實行重

要的影響力； 

（3）對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持有 10％以上的股份； 

（4）可以經由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的股份，而對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

企業的管理實行重要的影響力； 

（5）有權對英國所授權的人直接行使或能控制 10％以上的投票權417行使； 

（6）可以經由在英國所授權的人持有的投票權，而對英國所授權的人的管理

實行重要的影響力； 

（7）有權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裡直接行使或能控制 10％以上的投票權

之行使； 

（8）可以經由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持有的投票權，而對英國所授權的

人的母企業的管理實行重要的影響力。 

                                                 
416 對於股份(shares)的定義，請詳參第四百二十二條第六項規定。  

417 對於投票權 (voting power)的定義，請詳參第四百二十二條第七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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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增加 

 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八十條規定，如果有下列情形，英國所授權的

人的控制者(controller)、控制者的關係人(controller’s associates)、或控制者與其關

係人(controller and any of his associates)則被視為增加它的控股： 

（1）控制者、控制者的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在英國所授權的人裡或

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裡，持有的股份百分比是根據第一百八十條

第二項任何階段(any steps)而增加； 

（2）控制者、控制者的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有權利在英國所授權的

人裡、或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裡，直接行使或能控制行使投票權

百分比是根據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任何階段(any steps)而增加；或 

（3）控制者、控制者的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轉換成英國所授權的人

的母企業。 

根據根據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階段(steps)是指(a) 從 10％以下增加，

但不超過 20％（不包括 20％）；(b) 從 20％以下增加，但不超過 33％（不包括

33％）；(c) 從 33％以下增加，但不超過 50％（不包括 50％）；(d) 從 50％以

下增加至無限制。 

3.控股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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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除非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控制者

(controller)、控制者的關係人(controller’s associates)、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

(controller and any of his associates)不再對英國所授權的人持有控股之外，如果有

下列情形，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控制者、控制者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則被

視為減少它的控股： 

（1）控制者、控制者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在英國所授權的人裡或在

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裡，持有的股份百分比是根據第一百八十條第

二項任何階段(any steps)而減少； 

（2）控制者、控制者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有權利在英國所授權的人

裡、或在英國所授權的人的母企業裡，直接行使或能控制行使投票權百

分比是根據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任何階段(any steps)而減少；或 

（3）控制者、控制者關係人、或控制者與其關係人不再是英國所授權的人的

母企業。 

根據根據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階段(steps)是指 (a) 從 50％以上減

少，但不少於 33％，也不包括 50％；(b) 從 33％以上減少，但不少於 20％，也

不包括 33％；(c) 從 20％以上減少，但不少於 10％，也不包括 20％；(d) 從 10

％以上減少，但不包括 10％。 

3.控股通告的具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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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一百八十八條，除非下列允許要件有符合，要不然金融服務業管理局

經過考量控制通知(a notice of control)，通知其初步駁回併購控制者之決定 (a 

decision notice)： 

（1）對被授權者控股的併購者、併購者的任何關係人(any of the acquirer’s 

associates)或併購者與其任何關係人(any of his associates)將會是或是個

身心健全的人；而且 

（2）併購者、併購者的任何關係人或併購者與其任何關係人對被授權者的控

股或是其將來對被授權者的控股不會危害到消費者的利益。 

再次決定併購者、併購者的任何關係人或併購者與其任何關係人有無滿足允

許要件，金融服務業管理局也會考量第四十一條有關它本身責任的規定，也就是

此條關於關係中的被授權者所從事的每個被規範的金融商業活動418。 

（二）事業轉讓管制(Control of Business Transfers) 

 根據第一百零四條，如果沒有得到法院的命令419，保險業轉讓方案(insurance 

business transfer scheme)或銀行事業轉讓方案(banking business transfer scheme)就

無法發生效力。在這則針對對保險商業轉讓方案與銀行商業轉讓方案規定說明。 

                                                 
418 詳參第一百八十六條、第二十二條、第四十條與表二(Schedule 2). 

419 參看第一百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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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業轉讓方案 

根據第一百零五條規定，如果一個方案有滿足第二項的條件、不是被排除的

方案、以及它是經由歐洲經濟區域(EEA)國家裡的承讓者總部或分行而造成在商

業轉讓情況，那個方案則是保險商業轉讓方案。第一百零五條第二項的條件是下

列幾點： 

（1）一個「英國所授權者」在一個以上的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裡從事整個事

業或部分事業。這個「英國所授權者」有義務履行或實現保險契約，而

且這整個事業或部分事業是要轉讓給「受讓人」(the transferee)； 

（2）歐洲經濟區域公司(an EEA firm) 是要經由英國總部或分行把它所從事

的再保險全部或部分事業轉讓給「受讓人」。但是，歐洲經濟區域公司

必須符合附表三(Schedule 3)的授權資格規定，也就是歐洲經濟區域公司

有義務履行或實現保險契約； 

（3）不是「英國所授權者」也不是歐洲經濟區域公司，但卻有義務履行或實

現保險契約的「被授權者」，是要把它在英國裡從事的整個商業或部分

商業轉讓給「受讓人」。 

然而，不屬於保險業轉讓方案有分為四大情況： 

（1）當「被授權者」是互助合作社(a 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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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關係中的「被授權者」是「英國所授權者」，而且方案中要轉讓的事

業是在一個以上的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內（不包括英國）履行(carry out)

或實現(effect)再保險契約。這方案還要由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法院核

准，但這並不包括英國或地主國的規範者。 

（3）當關係中的「被授權者」是「英國所授權者」，而且方案中要轉讓的事

業是在一個以上的國家或區域(territories)（不包括歐洲經濟區域會員

國）從事之。這個事業沒有包含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裡所發生的風險之

保單，除了再保險以外。這方案還要由國家或區域(territories)的法院（不

是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法院）核准，或由負責監理那個商業之當局核准

（這個事業必須在該當局的國家或區域(territory)由「英國所授權者」從

事之）。 

（4）當在方案中要轉讓的事業是關係中被授權者 (the authorized person 

concerned)之事業整體，而且要轉讓的商業最主要是在履行或實現再保

險契約，或者是全部的被保人是公司或同集團內公司的控制者。在這兩

個分別的情況中，全部將被轉讓影響的被保人都要同意事業的轉讓。 

屬於第二、三或四事例的方案中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核准系爭方案為保險

業轉讓的命令。 

必須注意的是，金融服務及市場法於第三十一條定義「被授權者」，其定義

有四種。第一，「被授權者」是指，經由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四部分(Part IV)核准，

而從事一個或多個被規範商業活動(regulated activities)的個人、法人組織(a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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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 合 夥 人 (a partnership) 、 或 非 公 司 組 織 的 協 會 (an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被規範的商業活動是指：投資生意(dealing in investment)、安排

投資生意(arranging deals in investments)、存款收取(deposit taking)、資產行政及

保管(safekeeping andadministration of assets)、投資管理(managing investment)、投

資顧問(investment advice)、設立集合投資方案(establishing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以及藉由電腦系統而給與投資指示(using computer-based systems for 

giving investment instructions)）。第二種定義是指，經由表三(Schedule 3)的規定，

而拿到授權的歐洲經濟區域公司(an EEA firm)，也就是說，如果歐洲濟區域公司

要在英國設立分行以致其能夠行使歐洲經濟區域權利，而且歐洲濟區域公司也符

合表三第十三段的設立條件(the establishment conditions)，歐洲濟區域公司即可拿

到授權。如果歐洲經濟區域公司的總公司不在英國，歐洲經濟區域公司就是指，

母國規範者授權的投資公司（經由投資服務指令第一.二條定義的投資公司）、母

國規範者授權的信貸機構（經由第一銀行協調指令第一條定義的信貸機構）、經

由第二銀行協調指令第一條定義的金融機構、以及母國規範者授權的企業，其企

業欲從事直接保險活動的（於第一壽險指令或第一非壽險指令第一條定義範圍之

內的企業）。第三類定義是指，經由表四(Schedule 4)的規定，而拿到授權的條約

公司(a Treaty firm)，也就是說，如果條約公司符合表四第三（一）段的條件，條

約公司就可拿到授權。條約公司是指，總公司位於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母國）

內的法人或自然人（不包括英國），並且，這法人或自然人必須是母國法律承認

下的國民(national)。條約公司必須符合的條件才能拿到授權的是，公司必須經由

其母國的法律允許之下，從事問題中的被規範活動(the regulated activities)；公司

並無歐洲經濟區域會員國權利來從事被規範活動；以及公司之母國法律的相關條

款有提供等值的保護，或者公司之母國法律的相關條款有符合社會團體法律文件

(a Community instrument)規定的條件。社會團體法律文件(a Community instrument)

是指協調法律(coordination laws)或近似法律(approximation of laws)、關於從事被

規範活動的會員國行政條款或規範。第四定義是指，經由金融服務及市場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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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服務及市場法條款授權的法人或自然人。 

2.銀行業轉讓方案 

根據第一百零六條規定，如果一個方案有滿足第二項的條件、不是被排除的

方案、以及方案中要轉讓的全部或部分事業有包含收受存款 (the accepting of 

deposits)，那個方案則是銀行事業轉讓方案。第一百零六條第二項的條件420是下

列幾點： 

（1）「英國所授權者」所從事的整個事業或部分事業是要轉讓給「受讓人」，

而且這個「英國所授權者」經由允許而有權收受存款 (accept deposits)； 

（2）不是「英國所授權者」，但卻經由允許而有權收受存款的「被授權者」，

是要把它在英國裡從事的整個或部分事業轉讓給將要在英國從事那事

業的「受讓人」。 

然而，不屬於銀行業轉讓方案有分為兩大情況： 

（1）如果經由允許(permission)而有權收受存款的「英國所授權者」是建築

合作社或信貸聯盟；或 

（2）如果方案是屬於一九八五年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1985）第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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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A 條第一項或一九八六年北愛爾蘭公司命令(the Companies 

(Northern Ireland) Order 1986)（公開公司合併與分割(mergers and 

divisions of public companies)）第四百二十 A 條所示用的妥協或整理安

排(a compromise or an arrangement)。 

第三目  英國競爭法對金融業之規定 

英國競爭法(the Competition Act1998)在二０００年三月一日發生效用，這對

英國國內競爭法系統做了很大的改變，而且對全部在英國活動的公司也有很深奧

的影響。它的塑造是密切地以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與第八十二條421為基

礎，而且它的實施方法在盡可能範圍之內要與歐洲競爭規則一致422。但是，要達

到單一市場的歐洲共同體條約方針並不適用於英國國內競爭法。 

英國競爭法主要分為兩章節。第一章是針對反競爭協議與聯合行為所做的規

定，而第二章則是針對優勢地位濫用所做的規定。 

一、第一章禁止規定 

                                                                                                                                            
420 要被轉讓的商業有無在英國被運作不是一個問題。參考第一百零六條第四項。  

421 歐洲共同體條約。  

422 英國西元 1998 年訂立的競爭法法令第六十條規定：as far as possible and having regard 

to any relev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visions concerned, the U.K. authorities must 

ensure that their action s in applying the prohibi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by the EC Treaty and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r any relevant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s applicable at that time. They must also have regard to any 

relevant decision or statem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第 六 十 條 提 到 的  “is 

applicable at that time” 是指必須要考量歐洲案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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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禁止規定不止適用在法律上可實行的協議，而且還禁止獨立企業間的

任何型態且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現象的合作或勾結共謀。因此，第一章禁止

規定適用延伸到非文字記載且非正式的協議、君子協定、以及其它的勾結共謀行

為。那些不參與合約規定或在壓力下履行合約規定的合約參與者有可能為他/它

們的行為負責。因此，這些反競爭行為必須要有「可估計的效力」(appreciable 

effect)。如果協議當事人兩造屬於同一企業集團把有關連的市場股份結合在一

起，而且結合的股份不高於 25%，那麼公平交易局一般不會把協議認為是對競爭

造成「可估計的效力」423 。但是如果有下列情形（不管有無當事人的市場股份），

公平交易局則會把協議認為是有「可估計的效力」： 

（1）協議直接或間接操控(fix)價格或股份市場； 

（2）協議強制最低零售價格；或 

（3）協議是與類似前面協議之協議有關連的，而且會對問題中的市場造成累積

作用。 

還有一個可能，也就是如果當事人的市場股份超過 25%，而且不會對競爭資

造成「可估計的效力」，第一章禁止規定對這問題有無適用則必須經由其它因素

而決定，例如：協議內容與被協議影響的市場構造。 

公平交易局對上述的規定，下列類型的協議也會受到英國競爭法第一章禁止

                                                 
423 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Guidelines: The Chapter I Prohibition, OFT401,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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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適用： 

（1）直接或間接操控買賣價格或交易條件； 

（2）限制或控制生產製造、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3）分享市場或供給來源； 

（4）與其他交易當事人為等值交易，但是卻運用不同的條件，而使該其他交易

當事人處於競爭上不利地位;與 

（5）簽訂合約，但是另一當事人則必須接受附加義務。根據商業慣例，這些與

契約標的無關。這情況有時被稱為搭售(“tying”)。 

像意圖協議勾結共謀與廣告限制協議也可能被視為禁止的行為。但是以上的

列舉則必須依照個案事實而適用。 

（一）第一章禁止規定的排除 

某些種類的協議並不在第一章禁止規定適用範圍以內。被排除適用的最重要

協議之一的是根據英國或歐洲共同體合併條款(U.K. or EC merger provisions)而

                                                                                                                                            
1999, para 2.19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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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的協議，因為這些協議是在有關連的合併規範之下評估它們的競爭效力，因此

不需要在根據英國競爭法來評估它們的競爭效力。 

另一種不在第一章禁止規定適用範圍以內的協議是沒有牽涉的價格操縱424

的垂直協議425 ，例如：在經濟過程中運作在不同階段的兩個個體之間的協議。 

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六十四條，英國競爭指令第一章第二條第一項

禁止獨立企業間的任何型態且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現象的合作或勾結共謀的

規定不適用在下列協議的當事人： 

1.經授權者(an authorized person)；或 

2.遵守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規範條款者，而且協議裡包括的條款卻是金融服務

業管理局的任何規範條款准許的。 

對於金融服務業的競爭規定，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六十四條第二

項，英國競爭法第一章第二條第一項也不適用在經授權者的實務上。如果遵守金

融服務業管理局規範條款者的實務卻是金融服務業管理局的任何規範條款所准

許的，那麼英國競爭法第一章第二條第一項則不適用在遵守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規

範條款者的實務上。 

                                                 
424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Land and Vertical Agreements Exclusion) Order 2000, No. 

310, Mar 1, 2000，第二條。  

425 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Land and Vertical Agreements Exclusion) Order 2000, No. 

310, Mar 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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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Recognized Investment Exchanges)與經法

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Clearing Houses)的競爭規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三百一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如果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或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的

設立協議與其團體的規範條款有關連，英國競爭法第一章第二條第一項則不適用

在這類協議上。假如符合下列條件的話，而且稍後提到的協議與未經法令認可的

投資交易所和未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的規範條款有關的話，第一章第二條第

一項則不適用在未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的投資交易所之設立協議或未經法

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的票據交換所之設立協議： 

1.未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和未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各別有根據金融

服務與市場法案條款申請認可(a recognition order)；與 

2.未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和未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的申請還沒有被

決定。 

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七項規定，第一章第二條第一項不適用在下

列協議的當事人： 

1.經授權者；或 

2.遵守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或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規則者，而且協

議裡包括的條款卻是經法令認可的的投資交易所與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

所的任何規範條款或實務所准許或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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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第一章第二條第一項也不適用於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或經法令認

可的票據交換所的規範條款、經法令認可的的投資交易所或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

換所所做的決定（如果這決定與那團體的規範條款或實務有相關）、以及經法令

認可的投資交易所或經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的實務。 

（二）第一章禁止規定的適用豁免 

在第一章禁止規定適用範圍以內卻沒有被其排除適用的協議，在某種情況之

下可以獲得第一章禁止規定適用的豁免。豁免可分為三種：個別豁免(an individual 

exemption)、集體免豁免（某種種類的協議）、或並連豁免(a parallel exemption)

（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被歐洲共同體各別免除或集體豁免包

括在內的協議，或者是因為這些協議不影響歐洲聯盟會員國間的貿易，所以不在

歐洲共同體集體豁免範圍之內。）。 

獲得英國競爭法禁止規定適用之免除之要件的是，對改善生產製造或產品配

銷，或者對促進經濟或技術進展有貢獻的任何協議。消費者要必須能過拿到產出

下之利益的合理部分，而且對相關企業也不需要做出不必要的限制。並且，協議

不能有讓相關企業對問題中的產品市場的實質部分有排除競爭的可能性。 

因此，第一章禁止規定是要防止採用重要的反競爭協議。如果協議沒有符合

「可估計的」標準(the appreciability test)，但是卻沒有產生重要的反競爭作用，

那它可以受到保護。 

二、第二章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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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禁止規定禁止一個以上的企業(undertakings)426在英國市場或一部份

英國市場構成可能影響到英國國內貿易的優勢地位濫用的行為427。因此，第二章

禁止規定不適用在完全在英國國外的市場佔有優勢地位的企業。但是，對於企業

在英國有優勢地位，而優勢地位濫用或濫用的作用卻是在英國國外的情形，第二

章禁止規定有無適用在這情形卻沒有清楚的答案。結果，它的答案可能要以英國

國內貿易有無受影響的因素而取得428。 

對優勢地位的解釋，公平交易局採用歐洲法院的定義：能夠使企業本身經由

提供自己力量，而且不倚賴其它競爭者、消費者或者最終有依賴消費者，而有「可

估計」作用的表現，來防止相關市場維持的有效競爭的一個企業享有的經濟力量

地位429。單獨的市場股份不能夠決定優勢地位。優勢地位必須在一般市場條件之

下評估。在評估優勢地位的時候，公平交易局也會檢視市場股份、進場障礙與其

它限制（例如：強大買主力量）有無因時間而改變。如果一個企業的市場股份是

在 40％以下，公平交易局覺得有可能把成行列為個別優勢地位。 

第二章禁止規定也規定下列行為是構成優勢地位濫用： 

（1）直接或間接強制不公平買賣價格或不公平交易條件； 

                                                 
426 它的定義與第一章禁止規定企業(undertakings)的定義相同。  

427 英國一九九八年訂立的競爭法法令第十八條第一項。  

428 Deirdre Trapp & Janet Gillen, “The United Kingdom’s Competition Act 1998: A New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Antitrust Report, November 2000, page 19.. 

429 Case 27/76, United Brands v. EC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1978] 1 CMLR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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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生產製造、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而造成對消費者的不利； 

（3）與其它交易當事人等值交易，但是卻運用不同的條件，而使其它交易當事

人處於競爭上不利地位;與 

（4）簽訂合約，但是另一當事人則必須承擔附加的義務。然根據商業慣例，這

些附加的義務與契約標的無關。這情況有時被稱為搭售(“tying”)。 

構成優勢地位濫用的行為不只限於上述之例示情形而已，最重要的是還要考

量佔優勢的企業有無濫用它的優勢地位。根據公平交易指導原則的一般指令430，

如果優勢企業從事與那些在市場上合競爭規矩的業務有所不同，而且因為這個的

不同而對這優勢企業要面對的競爭程度有限制的作用，或者因為這個的不同而不

正當的括張它的市場地位，這情形可能會造成優勢地位濫用行為。 

至於聯合優勢地位，兩個獨立企業的行為構成集體優勢地位聯合濫用也有可

能。公平交易局對聯合優勢地位使用第二章禁止規定的因素是歐洲聯盟法對行使

聯合優勢地位限制的建議：如果兩個以上合併企業的行為要構成集體優勢地位

(collectively dominant)那麼這些企業之間關係必須要有某種的經濟關係之存在；

光有並聯對應行為(parallel behaviour)是不夠的431。某種的經濟關係可以經由某種

                                                 
430 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Guidelines: The Chapter I Prohibition, OFT401, March 

1999, para 2.3. 

431 Case 322/81, Michelin v. Commission [1983] ECR 3461, [1985] ICMLR 282,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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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或執照形式432、交易共同協會(a common trade association)433、或者經由其它

因素而把獨立企業攏上關係以致於這些獨立企業能夠在市場上採用共同政策

434，而存在的。因此，英國的壟斷條款才會這麼複雜。 

（一）第二章禁止規定適用的排除 

英國競爭法第十九條規定，某類型案子不受到第二章禁止規定的適用。被排

除適用的是根據英國或歐洲共同體合併條款而牽涉到合併的安排，因為這些安排

是在有關連的合併規範之下評估它們的競爭效力，因此不需要在根據英國競爭法

來評估它們的競爭效力。 

對於金融服務業的競爭規定，根據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第一百六十四條第三

項，英國競爭法第二章第十八條第一項禁止一個以上的企業在英國市場或一部份

英國市場構成可能影響到英國國內貿易的優勢地位濫用的行為規定不適用在構

成英國競爭法第二章第十八條第一項行為的下列當事人： 

1.經授權者；或 

2.遵守金融服務當局規範條款者。如果遵守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規範條款者的

                                                 
432 Joined Cases T-68/89, T-77/89, and T-78/89, Societ__ Italiana Vetro SpA, Fabbrica 

Pisana SpA, and PPG Vernante Pennitalia SpA v. Commission [1992] ECR II-1403. 

433 Case C-393/92, Almelo [1994] ECR 1-1477. 

434 Case C-395/96P and C-396/96P, Campagnie Maritime Belge BV and Dafra Lines v. EC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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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是金融服務業管理局的任何規範條款所贊助的，那麼英國競爭指令第

二章第十八條第一項則不適用在遵守金融服務業管理局規範條款者的行為

上。 

至於經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與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的競爭規定，金融服

務及市場法第三百十二條規定，英國競爭法第二章第十八條第一項不適用在下列

情形： 

1.法令認可的投資交易所或法令認可的票據交換所之實務； 

2.採用或執行上述團體的規範條款； 

第一款 上述團體從事的任何行為，或者是遵守上述團體規定者的任何行為，而

且這任何行為卻是上述團體的規範條款所准許或要求的。 

（二）第二章禁止規定適用的豁免 

通常要得到第二章禁止規定適用的豁免是不可能的。但是，如果能夠以客觀

的正當理由來解釋問題中的行為，以及能夠與正當理由相稱的行為，那麼這個行

為就能獲得第二章禁止規定適用的豁免。 

如果問題中的行為有牽涉到獲與第一章禁止規定或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

一條第三項適用的個別豁免的協議的話，這個行為就不需要接受第二章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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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視，除非有狀況的改變。如果問題中的行為有牽涉到第一章禁止規定或歐洲

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適用的集體豁免之協議的話，那麼這個行為需要接

受第二章禁止規定的檢視。 

（三）不嚴重行為 Conduct of Minor Significance  

像第一章禁止規定一樣，當企業的銷售額沒有超過一定額以上，那一企業則

可赦免罰款的處分435。但是如果公平貿易局在調查企業的不嚴重行為之後覺得問

題中的行為可能違反第二章禁止規定，那麼公平貿易局可以撤銷之前給予企業的

豁免。 

（四）規範條款或實務與競爭之關係 

對於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的運用也要遵守競爭法上的規定。根據金融服務市場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如果規範條款或實務： 

1.已有、意圖或可能嚴重地危及到競爭；或 

2.已造成、意圖或可能造成，意圖或可能嚴重地危及到競爭的影響力。 

這些規範條款或實務則被視為嚴重地危及到競爭。這些規範條款是指任何規

                                                 
435 英國一九九八訂立的競爭法第四十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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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rules)、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五項的一般指導原則(general guidance)436、金融服

務業管理局根據第六十四條437發行的報告書(statement issued by the Authority)、

或金融服務業管理局根據第六十四條或第一百一十九條438發佈的法規(code)。而

實務是指金融服務業管理局實行金融服務及市場法功能所採用的實務。 

 如果上述的規範條款或實務已造成、意圖造成或可能造成剝奪市場地位力量

的性質的影響力，這些規範條款或實務則被視為嚴重地危及到競爭。 

第二款  德國金融業監理與競爭規範 

第一目  德國金融業之概述 

德國的綜合銀行之特色為金融服務之綜合提提供，包括存放款、保險、證券

之買賣，並得持有其他公司之股票，代為行使股東權利439、公司重整等等。此種

營業方式之優點在形成更有效能之投資組合，並能對各戶資料作最有利之使用，

此外尚能利用一金融服務部門之獲利以彌補他部門之虧損440。相對地，此種營業

                                                 
436 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五項規定：”General guidance” means guidance given by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57 which is (a) given to persons generally, to regulated persons 

generally or to a class of regulated person; (b) intended to have continuing effect; and (c) 

given in writing or other legible form.” 

437 詳參第六十四條規定。  

438 詳參第六十四條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  

439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mmercial Bank: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nathan R. Macey & Geoffrey P. Miller.48 Stan L. Rev.73. 

440 The CAD and Competition Distortion , Giorgio Szegö, chapter 3, Banking law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67,(Anna Morner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SMU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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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產生許多分業經營所不存在之風險與不利益，例如有關非市場交易活動之

資訊不易取得、容易產生利益衝突等。為因應綜合銀行之特殊性，德國之銀行管

理自有異於其他非採綜合銀行制度國家，而針對綜合銀行為規制。 

德國銀行制度具有二特色；一為金融服務之多元化，已如上述，二為銀行組

織型態之複雜化。銀行又可分為專業銀行與綜合銀行，專業銀行441係指專以某種

目的如抵押之銀行；而綜合銀行專指提供綜合金融服務者而言。綜合銀行又可分

為存款銀行（Sparkassen und Landesbanken）、信用合作社（Kreditg enossenschaft 

banken）與商業銀行（privat Geschäftsbanken）三種。三者之營業種類與組織法

有所不同，一般雖統稱為綜合銀行，在規範上卻不能同視。德國銀行規範制度採

公、私法分立之制度，而依據組織法之不同，又可分成依公法設立之銀行與依據

私法設立之銀行。存款銀行為依據公法而設立，其餘二者則依私法設立。 

一、存款銀行（Sparkassen und Landesbanken）： 

存款銀行（Sparkassen und Landesbanken）由地方政府依據公法而設立442並

為地方政府所有，其存在基礎乃在，其傳統上將住民賺取存款利息視為福利政策

之一環443，故地方政府有義務設立此銀行。存款銀行(Sparkassen)由城市或鄉鎮

                                                 
441 The German Banking System and Its Impacts 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 

Theodor Baums, Arbeitspapier 2/93, 

http://www.jura.uni-frankfurt.de/baums/files/paper5.pdf 

442  Banking Influence Over Non-Banking Companies After Glass-Steagll: A German 

Universal Comparison ,Mark E. Nance & Bern Singhof,14 Emory Int'l L. 

Rev.1305,1315(2000). 

44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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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而其營業種類多屬於於傳統銀行業之領域，如存個人之放款、長期貸款，

其服務對象多為個人或中小型公司。而存款銀行是否得取得非分銀行公司之股份

則依據各邦法律定之。並依據地域原則(Regionalprinzip)其營業範圍限於該設立

地方政府管轄領域。而各存款銀行(Sparkassen)由邦銀行(Landesbanken)統合，邦

銀行除了為邦中央銀行之功能外，其所受之限制亦較存款銀行為少。其所得為之

營業種類較廣，除商業存放款外尚包含對企業投資，並其營業範圍不受地域原則

之限制，得及於全國。此二種存款銀行均受維持義務與國家保證之保護，因存款

銀行為福利政策之一，所以設立存款銀行與邦銀行的公法組織對此機構有扶助之

義務使其存續，並對其債務為保證。然此種保護屬國家補助(state aid)，而有違反

歐洲共同體競爭法的疑慮，在實務上也常發生爭議444，而是德國對此保護有修正

之必要。 

二、合作銀行（Kreditgenossenschaftbanken） 

合作銀行與存款銀行相類，均具地域性，僅後者為法律限制於一定區域內營

業，而前者常因為構成員常係地方性機構而營業範圍事實上亦具區域性。合作銀

行之設立原係為提供創業資金並農村貸款或工業貸款445，具有互助之性質，並僅

對組成銀行之會員提供服務。合作銀行之統整與中央機構則為中央合作銀行，亦

即德意志合作銀行(Deutsch Genossenschaftbank)。而今合作銀行服務之對象之限

制已廢除，而其服務範圍亦包含許多種類。 

                                                 
444  Case T-228/99 and T-233/99, 

http://www.europa.eu.int/eur-lex/en/search/search_case.html 

445 同註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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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銀行(privat Banken) 

商業銀行於德國之金融業佔最重要的地位，最重要的三家銀行為德意志銀行

(Deutsch Bank)、得列斯登銀行(Dresdner Bank)、商業銀行(Commerzbank)，光是

德意志銀行之柏林分行即具綜合銀行部門百分之十一之市場佔有率446。商業銀行

之業務主要是信用、證券及投資服務，然卻不直接為保險業務，而係以子公司之

方式為之447。商業銀行從事投資業務，尚可投資於非銀行事業，而介入他公司治

理。此情況之產生有其歷史背景448，於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德國欠缺集資管道

而由銀行成為事業主要之資金來源，此銀行介入股票買賣情形持續至二十世紀，

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歐洲之馬歇爾計畫亦未變更此一情事。而此亦為綜合銀

行一大之特色。 

商業銀行得經營上述存放款、證券買賣、投資之業務，業務繁雜、規模龐大，

反而使其組織上難以單一機構之方式存在449，否則會因組織過於龐大欠缺靈活性

反而造成規模不經濟。因此常見的組織型態為，由單一母銀行與受其指揮之數分

銀行共同所組成之銀行集團。然而單純之控股公司上實務較少見，因為單純為持

有他銀行之股票則旗下所有銀行均必須符合銀行之成立要件，譬如自有資本額之

下限等。所以實務上常見是虛擬之控股公司，亦即母銀行及業務分散至各分行，

並賦予各分行相當之自主性，但欠缺獨立之法人格。德國傳統上銀行業並不從事

                                                 
446 同註 440。  

447 林鴻聯，我國金融控股公司與國外綜合銀行之比較研究，碩士論文--國立臺灣大學國

際企業學研究所，民國 91 年。  

448 同註 441。  

449 同註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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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反之亦然，而近日因應金融服務之整合，銀行業與保險有結合之現象

450。銀行與保險業或以聯盟之方式適合作提供服務，而銀行與保險得持有對方之

股票，故得成為對方集團內之子公司。 

第二目  德國金融業監理 

銀 行 的 監 理 規 範 係 銀 行 法 ， 其 全 名 為 信 用 活 動 法 （ Gesetz über das 

Kreditwesen）451，此法規對上述之所有綜合銀行，不論其組織之方式為何，均

有適用。而綜合銀行監理之主管機關為聯邦銀行管理局。因德國銀行法係規範綜

合銀行，在規範客體上與歐洲之 2002/87/EC號指令可能有所重複，而若於此重複

部分規範有抵觸之情形則銀行法須有修正，並效力上以該指令為優先。銀行法最

後一次修正於二００二年八月二十二日公布，本法分六章，共六十四條，內容大

部分為有關銀行之監理，而部分規範則就銀行之營業行為有所規定，以下就綜合

銀行之管理上可能與競爭相關之部分為敘述，至若純屬銀行監理之技術性規範，

如資本適足性之監理等則略而不論。 

一、銀行之定義及範圍 

第一條、第二條就銀行服務為界定，並於此規定銀行之營業範圍。第一條第

一項後段452，定明銀行之業務種類，共有十一種，以下分述之。第一種為存款業

                                                 
450 同註 441。  

451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3 des Gesetzes vom 22. August 2002 (BGBl. I S. 3387). See 

http:// www.bafin.de/gesetze/kwg.htm 

452 Bankgeschäfte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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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此係指收受他人之存款或其他應償還之公眾資金信用，而為持有憑證或強制

力之債權證明。第二種為放款業務，指放款或收受債權而言。第三種為貼現業務，

購買匯票、支票；第四種為經記業務，買賣自己或他人發行之金融憑證453；第五

種為保管業務，保管與管理他人之有價證券；第六種為投資業務，從事投資公司

法第一條所定之投資業務。第七種為承受未到期之借款債權；第八種為保證業

務，擔任他人之保證人或為其他擔保之設立；第九種為執行無現金付款或票據交

換；第十種為承購業務，此係指為自己之市場風險而購買金融憑證或為相當之保

                                                                                                                                            

die Annahme fremder Gelder als Einlagen oder anderer rückzahlbarer Gelder des Publikums, sofern 

der Rückzahlungsanspruch nicht in Inhaber- oder Orderschuldverschreibungen verbrieft wird, ohne 

Rücksicht darauf, ob Zinsen vergütet werden (Einlagengeschäft),  

die Gewährung von Gelddarlehen und Akzeptkrediten (Kreditgeschäft),  

der Ankauf von Wechseln und Schecks (Diskontgeschäft),  

die Anschaffung und die Veräußerung von Finanzinstrumenten im eigenen Namen für fremde 

Rechnung (Finanzkommissionsgeschäft),  

die Verwahrung und die Verwaltung von Wertpapieren für andere (Depotgeschäft),  

die in § 1 des Gesetzes über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en bezeichneten Geschäfte (Investmentgeschäft),  

die Eingehung der Verpflichtung, Darlehensforderungen vor Fälligkeit zu erwerben,  

die Übernahme von Bürgschaften, Garantien und sonstigen Gewährleistungen für andere 

(Garantiegeschäft),  

die Durchführung des bargeldlosen Zahlungsverkehrs und des Abrechnungsverkehrs (Girogeschäft),  

die Übernahme von Finanzinstrumenten für eigenes Risiko zur Plazierung oder die Übernahme 

gleichwertiger Garantien (Emissionsgeschäft),  

die Ausgabe und die Verwaltung von elektronischem Geld (E-Geld-Geschäft).  

(aufgehoben)  

453 金融憑證種類繁多，依據第一條第十一項之規定，包含貨幣市場憑證、外國貨幣、

帳戶單位、有價證券、衍生性金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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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第十一種為數位通貨業務，得設置管理電子貨幣。 

以上所述為銀行業之營業範圍，然各機構之營業範圍未必包括上述所有之業

務，因營業內容之不同而異其機構名稱，並或因機構之不同而於法規適上亦有所

歧異。以下就銀行法上所定不同機構而為說明。 

信用機構(Kreditinstitute)454，依據第一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信用機構為商

業性地從事銀行業務的企業或從事營行業務達需具商業組織之規模者之事業。而

所謂銀行業務已於上詳述，並由此得知法律上所謂之信用機構實指一般概念上之

綜合銀行。 

金融服務機構(Finanzdienstleistungsinstitute)455 ，依據第一項之一之前段規

定，金融服務機構為商業性地從事金融服務的企業或從事營行業務達需具商業組

織之規模者之事業，且不屬於信用機構者。而所謂之金融服務456，依據同條項後

                                                 
454  Kreditinstitute sind Unternehmen, die Bankgeschäfte gewerbsmäßig oder in einem 

Umfang betreiben, der einen in kaufmännischer Weise eingerichteten Geschäftsbetrieb 

erfordert 

455Finanzdienstleistungsinstitute sind Unternehmen, die Finanzdienstleistungen für andere 

gewerbsmäßig oder in einem Umfang erbringen, der einen in kaufmännischer Weise 

eingerichteten Geschäftsbetrieb erfordert, und die keine Kreditinstitute sind. 

456  Finanzdienstleistungen sinddie Vermittlung von Geschäften über die Anschaffung und die 

Veräußerung von Finanzinstrumenten oder deren Nachweis (Anlagevermittlung),  

die Anschaffung und die Veräußerung von Finanzinstrumenten im fremden Namen für fremde 

Rechnung (Abschlußvermittlung),  

die Verwaltung einzelner in Finanzinstrumenten angelegter Vermögen für andere mit 

Entscheidungsspielraum (Finanzportfolioverwal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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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規定共有九種，包括以自己名義買賣金融憑證或其他證明、以他人名義買賣

金融憑證或其他證明、就他人之金融憑證為投資組合之管理、以自己帳戶為他人

為金融憑證之買賣、仲介非歐洲共同體內企業所提供之存款服務、轉帳、外幣兌

換、發行信用卡與旅行支票。 

信用機構與金融服務機構在銀行法上具重要地位，蓋此法所指之機構均係指

此二機構而言。而其他之機構相較之下較為次要，於此尚須說明者為金融控股公

司，此之金融控股公司之定義未必與英美法中的金融控股公司之含意相同。所謂

金融控股公司 457(Finanzholding-Gesellschaften)，依據第一條第三項之三之規定

為，金融企業458之子企業中有屬信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旗下至少有一存款信

                                                                                                                                            

die Anschaffung und die Veräußerung von Finanzinstrumenten im Wege des Eigenhandels für andere 

(Eigenhandel),  

die Vermittlung von Einlagengeschäften mit Unternehmen mit Sitz außerhalb des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aums (Drittstaateneinlagenvermittlung),  

die Besorgung von Zahlungsaufträgen (Finanztransfergeschäft),  

der Handel mit Sorten (Sortengeschäft) und  

Kreditkarten und Reiseschecks auszugeben oder zu verwalten (Kreditkartengeschäft), es sei denn, der 

Kartenemittent ist auch der Erbringer der dem Zahlungsvorgang zugrunde liegenden Leistung.  

457 Finanzholding-Gesellschaften sind Finanzunternehmen, deren Tochterunternehmen ausschließlich 

oder hauptsächlich Institute oder Finanzunternehmen sind und die mindestens ein 

Einlagenkreditinstitut oder ein Wertpapierhandelsunternehmen zum Tochterunternehmen haben. 

458 依據第一條第三項，金融企業只非屬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之企業，其主要之營業活

動為取得參與利息、取得債之請求權、締結借貸契約、以自己帳戶交易金融憑證、為他

人投資金融證券提供建議、對企業之資本架構、產業政策與公司併購提供建議、仲介信

用機構間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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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構459或證券商460子企業的金融企業，均屬之，亦即有上述三種子企業的金

融企業即可稱之為金融控股公司。 

 由上所述可知德國之銀行在法律上定義之繁複，其所得為營業範圍廣泛，

然於第二條就信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之範圍仍有限制，雖已符合第一條所定之

要件，仍不得視為信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而何者應予排除，銀行法第二條詳

定其具體情形，於某些條文適用時461，信用機構之定義應有所限縮，而排除下述

之情形：德意志聯邦銀行、重建貸款公司(die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聯

邦勞工安全基金(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仲介抵押、風險資本投資、僅對其母

公司及附屬機構提供銀行服務、僅仲介與有擔保之相對人之股票交易。然就金融

服務機構則為一般性之限縮，以下擇要列述：德意志聯邦銀行、重建貸款公司、

公債之管理、公私營保險公司、僅對其母公司及附屬機構提供金融服務、僅對於

                                                 
459 依據第一條第三項之四前段，其係指指收受他人之存款或其他應償還之公眾資金信

用並從事放款業務者。  

460 依據第一條第三項之四前段，所謂證券商只非為存款信用機構，而從事買賣自己或

他人發行之金融憑證、自己名義買賣金融憑證或其他證明、以他人名義買賣金融憑證或

其他證明、就他人之金融憑證為投資組合之管理、以自己帳戶為他人為金融憑證之買

賣、為自己之市場風險而購買金融憑證或為相當之保證。  

461 依據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於信用機構於第二條第二、三項之情形應有限縮。此係因就此排

除之機構另有相關規範以對。參閱條文：Für die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gelten § 14 und die 

auf Grund von § 47 Abs. 1 Nr. 2 und § 48 getroffenen Regelungen; für die Sozialversicherungsträger, 

für die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fü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sowie für Unternehmensbeteiligungs 

gesellschaften gilt § 14. 

(3) Für Unternehmen der in Absatz 1 Nr. 4 bis 6 bezeichneten Art gelten die Vorschriften dieses 

Gesetzes insoweit, als sie Bankgeschäfte betreiben, die nicht zu den ihnen eigentümlichen Geschäften 

gehö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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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業或其關係企業之員工提服務、僅提供投資與契約仲介服務462。 

二、法律架構 

銀行法雖並未就其中各個機構的法律架構一一規定，然於第二條之一第一

項、第三十九條、四十條，就特定機構敘明其法律結構。依據第二條之一第一項

之規定 463 ，需依第三十二第一項條申請執照之信用機構不得以獨資商號

(Einzelkaufmanns)之形式組成。而依據三十二條第一項，所有之銀行與金融服務

均需申請執照464，而使獨資商號排除於金融業之外。而第三十九與四十條則就在

                                                 
462 Unternehmen, die ausschließlich Finanzdienstleistungen im Sinne sowohl der Nummer 5 als auch 

der Nummer 6 erbringen;  

Unternehmen, die als Finanzdienstleistungen im Sinne des § 1 Abs. 1a Satz 2 Nr. 1 bis 4 ausschließlich 

die Anlage- und Abschlußvermittlung zwischen Kunden und  

a) einem Institut,  

b) einem nach § 53b Abs. 1 Satz 1 oder Abs. 7 tätigen Unternehmen,  

c) einem Unternehmen, das auf Grund einer Rechtsverordnung nach § 53c gleichgestellt oder 

freigestellt ist, oder  

d) einer ausländischen Investmentgesellschaft betreiben, sofern sich diese Finanzdienstleistungen auf 

Anteilscheine von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en oder auf ausländische Investmentanteile, die nach dem 

Auslandinvestment-Gesetz vertrieben werden dürfen, beschränken und die Unternehmen nicht befugt 

sind, sich bei der Erbringung dieser Finanzdienstleistungen Eigentum oder Besitz an Geldern, 

Anteilscheinen oder Anteilen von Kunden zu verschaffen;  

463 Kreditinstitute, die eine Erlaubnis nach § 32 Abs. 1 benötigen, dürfen nicht in der Rechtsform des 

Einzelkaufmanns betrieben werden. 

464 1 Wer im Inland gewerbsmäßig oder in einem Umfang, der einen in kaufmännischer 

Weise eingerichteten Geschäftsbetrieb erfordert, Bankgeschäfte betreiben oder 

Finanzdienstleistungen erbringen will, bedarf der schriftlichen Erlaubnis der Bundesanstalt; 

§ 37 Abs. 4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es ist anzu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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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登記銀行名稱之使用為限制，以期名副其實，而亦得由此規定得知，不同種

類銀行之名稱，其法律規定之成立或組成方式亦有所不同。銀行係指取得三十二

條執照之信用機構或依第五十三條之二條第一項前段或同條第七項設立之分支

機構；而人民銀行(Volksbank)則限於已為登記之合作協會組成之信用機構而此機

構並需隸屬於監理公會(Prüfungsverband)。存款銀行(Sparkasse)係指依據第三十

二條聲請執照的公有銀行；建設存款銀行法(Gesetzes über Bausparkassen)第一條

的信用機構稱為建設存款銀行；存款與借貸銀行(Spar- und Darlehenskass) 限於

已為登記之合作協會組成之建設存款銀行而此機構並須隸屬於監理公會。 

三、監理機關 

銀行之監理機關為聯邦機關(Bundesanstalt)，其任務依據第六條465主要為防

止銀行與金融服務之不當發展而致危及其資產、阻礙銀行業務之執行、對國家經

濟之危害。而監理機關為達避免危及資產或有礙業務發展，並得發佈命令規範信

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金融控股公司。而監理機關於監理業務時仍須與其他機

關合作，交換意見，如德國聯邦銀行或其他機關，而他機關亦需提供相關資訊於

                                                 
465 (2)Die Bundesanstalt hat Mißständen im Kredit- und Finanzdienstleistungswesen entgegenzuwirken, 

welche die Sicherheit der den Instituten anvertrauten Vermögenswerte gefährden, die ordnungsmäßige 

Durchführung der Bankgeschäfte oder Finanzdienstleistungen beeinträchtigen oder erhebliche 

Nachteile für die Gesamtwirtschaft herbeiführen können. 

(3) 1 Die Bundesanstalt kann im Rahmen der ihr zugewiesenen Aufgaben gegenüber den Instituten und 

ihren Geschäftsleitern Anordnungen treffen, die geeignet und erforderlich sind, um Verstöße gegen 

aufsichtsrechtliche Bestimmungen zu unterbinden oder um Missstände in einem Institut zu verhindern 

oder zu beseitigen, welche die Sicherheit der dem Institut anvertrauten Vermögenswerte gefährden 

können oder die ordnungsmäßige Durchführung der Bankgeschäfte oder Finanzdienstleistungen 

beeinträchtigen. 2 Die Anordnungsbefugnis nach Satz 1 besteht auch gegenüber 

Finanzholding-Gesellschaften und deren Geschäftsleitern; § 1 Abs. 2 Satz 1 gilt entsprec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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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理機關。 

四、業務之禁止 

在綜合銀行的規範體系下，營業種類繁多，從營業範圍之中顯難得出執行業

務之限制，而於相關部分列舉禁止之業務。依據第三條之規定466，被禁止之業務

種類有三，其一為主要之存款人為企業之員工，但其他部分之銀行業務規模超過

此種存款時不在此限；其二為，信用或金融服務機構所接受之資金，其主要部分

之借款人對此借款有請求貸與或請求特定物之權時，不得為此借貸，然建設存款

銀行不在此限；其三為禁止為因實務上或因約定而難以取回資金的存放款業務。

以上三種業務之禁止均為確保金融機構之資金之確實幸而非僅為帳面之數字。至

若是否為上述之禁止之業務，有疑義時由聯邦機關決定之。並因銀行業務與金融

服務，均需依第三十二條為申請獲得執照後方得執行業務，故未獲執照前所有之

業務均為禁止。 

執行禁止之業務會產生如何之效果則訂於此法第三十七條與五十四條，此二

                                                 
466 Verboten sind 

der Betrieb des Einlagengeschäftes, wenn der Kreis der Einleger überwiegend aus Betriebsangehörigen 

des Unternehmens besteht (Werksparkassen) und nicht sonstige Bankgeschäfte betrieben werden, die 

den Umfang dieses Einlagengeschäftes übersteigen;  

die Annahme von Geldbeträgen, wenn der überwiegende Teil der Geldgeber einen Rechtsanspruch 

darauf hat, daß ihnen aus diesen Geldbeträgen Darlehen gewährt oder Gegenstände auf Kredit 

verschafft werden (Zwecksparunternehmen); dies gilt nicht für Bausparkassen;  

der Betrieb des Kreditgeschäftes oder des Einlagengeschäftes, wenn es durch Vereinbarung oder 

geschäftliche Gepflogenheit ausgeschlossen oder erheblich erschwert ist, über den Kreditbetrag oder 

die Einlagen durch Barabhebung zu verfü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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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別就主管機關之糾正違反機構的行為與刑罰為規定。聯邦主管機關就為第三

條所定禁止之業務之金融機構，得命其立即終止此業務並立即為償還，並得發佈

命令指示應為如何之償還467。而第五十四條則述明反禁止業務之刑罰，凡執行第

三條或無照營業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而行為人因過失為之者，處一年

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 

除了上述之業務之禁止外，信用機構或金融服務機構取得其他非銀行業企業

之股份亦有所限制。德國銀行可投資非銀行企業此乃德國銀行與公司治理制度之

一大特色468，然未避免其他非銀行企業之潛在風險影響銀行財務之穩定性，就此

持股之故之比例需有所限制，而規定於第十二條。依據此條第一項之規定，存款

信用機構持有之非銀行企業名義股份，不得超過此機構責任資本的百分之十五；

存款信用機構持有銀行企業名義股份，不得超過此機構責任資本的百分之六十。

其而信用機構或金融服務機構若為集團之母公司時，其有義務確保集團整體之持

股情況符合上所述之門檻，然例外得到聯邦主管機關同意時可超過此上限。 

五、營業行為之規範 

                                                 
467 1 Werden ohne die nach § 32 erforderliche Erlaubnis Bankgeschäfte betrieben oder 

Finanzdienstleistungen erbracht oder werden nach § 3 verbotene Geschäfte betrieben, kann die 

Bundesanstalt die sofortige Einstellung des Geschäftsbetriebs und die unverzügliche Abwicklung 

dieser Geschäfte gegenüber dem Unternehmen und den Mitgliedern seiner Organe anordnen. 2 Sie 

kann für die Abwicklung Weisungen erlassen und eine geeignete Person als Abwickler bestellen. 3 Sie 

kann ihre Maßnahmen nach den Sätzen 1 und 2 bekanntmachen. 4 Die Befugnisse der Bundesanstalt 

nach den Sätzen 1 bis 3 bestehen auch gegenüber dem Unternehmen, das in die Anbahnung, den 

Abschluss oder die Abwicklung dieser Geschäfte einbezogen ist. 

468 同註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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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行法就營業行為顯有規制，營業應如何進行屬各金融機構之商業判斷，然

於影響公眾時不得不為限制。就銀行監理之目的言重要者乃為銀行財務之健全以

清償能力之確保。故銀行法對借款業務之進行，有所規制，主要在借款之資訊揭

露、關係人交易，另就銀行廣告及資訊為規範。 

信用機構與金融服務機構為借款行為時，其金額達一定之數額時，即有揭露

義務，需對聯邦主管機關為報告。分別於第十三條、十三條之一、十四條訂定需

為揭露之金額。第十三條訂定非存貸469機構(Nichthandelsbuchinstitut)應通知聯邦

主管機關其超過其責任資本百分之十之單筆借款；十三條之一則云，非存貸470機

構應報告聯邦主管機關超過其自有資本百分之十之單筆借款；第十三條之二則為

金融集團與金融控股集團之準用上二條規定；第十四條則訂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元

歐元之借款之報告義務。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貸款與關係人之行為，亦受禁止，

若予關係人貸款，需事前得全體經理人同意並通知聯邦主管機關471，否則關係人

                                                 
469  依 據 第 二 條 第 十 一 項 規 定 ， 信 用 或 金 融 服 務 機 構 交 易 簿 記 活 動 通 常 不 超 過 其

on-off-balance sheet百分之五，或一千五百萬歐元；或從未超過表內與表外(on-off-balance 

sheet)百分之六或二千萬歐元之交易簿記業務。  

470 依據第一條第十二項之規定，存貸中含有以賺取差價為目的而持有之金融證券或資

產、用以避險之交易等。  

4711 redits zu fassen. 2 Die Beschlüsse müssen Bestimmungen über die Verzinsung und Rückzahlung 

des KreditDer Beschluß der Geschäftsleiter und der Beschluß über die Zustimmung sind vor der 

Gewährung des Ks enthalten. 3 Sie sind aktenkundig zu machen. 4 Ist die Gewährung eines Kredits 

nach Absatz 1 Satz 1 Nr. 6 bis 12 eilbedürftig, genügt es, daß sämtliche Geschäftsleiter sowie das 

Aufsichtsorgan der Kreditgewährung unverzüglich nachträglich zustimmen. 5 Ist der Beschluß der 

Geschäftsleiter nicht innerhalb von zwei Monaten oder der Beschluß des Aufsichtsorgans nicht 

innerhalb von vier Monaten, jeweils vom Tage der Kreditgewährung an gerechnet, nachgeholt, hat das 

Institut dies der Bundesanstalt unverzüglich anzuzeigen. 6 Der Beschluß der Geschäftsleiter und der 

Beschluß über die Zustimmung zu Krediten an die in Absatz 1 Satz 1 Nr. 1 bis 5 und Absatz 2 

genannten Personen können für bestimmte Kreditgeschäfte und Arten von Kreditgeschäften im voraus, 

jedoch nicht für länger als ein Jahr gefaß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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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立即償還此貸款，此為第十五條第五項472明訂。而所謂關係人依據同條第一段

之規定，可分為自然人與企業二種。限制給予貸款之自然人包括：信用與金融服

務機構之經理人、合夥人（若機構屬合夥或有限公司）、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內

部監理組織之成員、特別法定機構之首長(Prokuristen)、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之

法定代表人、上述人等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隱名合夥人。限制給予貸款之企業

則為：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之經理人或法定代表人、特別法定機構之首長

(Prokuristen)為受貸款企業之法定法定代表人或內部監理組織之成員；受貸款企

業之法定代表人、合夥人、特別法定機構之首長為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內部監理

組織之成員；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或其經理人為受貸款企業合夥人或持有受貸款

企業超過百分之十之資本；持有超過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百分之十之資本之企

業。 

銀行法雖未就行銷方式為限制，然就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所為之不實廣告，

第二十三條473亦就此為規範，聯邦主管機關於諮詢此等機構之同業公會與消費者

保護機而構後得禁止之。於第二十三條之一更規範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之告知義

務，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應於其價目表中通知顧客其就擔保各戶存款請求權所為

之計畫(Sicherungseinrichtung)，若其客戶不屬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時，此通知並

需以書面方式簡單而完整地就擔保之範圍與金額詳加說明。若欠缺此擔保之存

                                                 
472 Wird entgegen Absatz 1 oder 4 ein Kredit an eine in Absatz 1 Satz 1 Nr. 1 bis 5 und 12 genannte 

Person gewährt, so ist dieser Kredit ohne Rücksicht auf entgegenstehende Vereinbarungen sofort 

zurückzuzahlen, wenn nicht sämtliche Geschäftsleiter sowie das Aufsichtsorgan der Kreditgewährung 

nachträglich zustimmen. 

473 (1)Um Missständen bei der Werbung der Institute zu begegnen, kann die Bundesanstalt bestimmte 

Arten der Werbung untersagen. 

(2) Vor allgemeinen Maßnahmen nach Absatz 1 sind die Spitzenverbände der Institute und des 

Verbraucherschutzes zu hö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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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於締結契約前， 信用與金融服務機構應於定型化契約條款、價目表、契約

文件特別註明。 

六、金融控股公司在德國銀行法之定位 

金融控股公司屬金融集團之一種型態，係由有一控股公司下設數提供金融服

務之子公司，此雖亦提供綜合性之金融服務，然其組織型態與綜合銀行有異，在

採取綜合銀行的德國銀行之法體制之下，應如何規範，令人實感興味。然就參考

德國銀行法對金融控股公司之定義為：金融企業之子企業中有屬信用機構、金融

服務機構、旗下至少有一存款信用機構或證券商子企業的金融企業，均屬之。亦

即有上述三種子企業的金融企業即可稱之為金融控股公司。從上述之定義可之德

國銀行法之下之金融控股公司，與英美法之下之金融控股公司的概念，實有差

異，在德國法之下，採取金融控股公司之概念，目的乃著重於同集團內諸金融機

構之綜合監理，而非各種金融服務綜合提供所產生問題之之管理。而此種見解亦

為歐洲聯盟各會員國之共識474。以下僅就德國銀行法就金融控股公司之規範為說

明。 

銀行法第十條之一、第四十五條之一雖就金融控股集團之整個集團體監理有

所規定。然金融控股公司亦得屬於金融控股集團之一。第十條之一界定受規範之

金融控股公司為何，並應如何計算整個集團之自有資金。依據此條之規定，在德

國登記的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有屬信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金融企業、附屬

                                                 
474 參閱本文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第 2002/87/EC號指令部分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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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服務企業475、在德國登記之存款信用機構476或證券商者477，均屬金融控股

集團。金融控股集團應有第十條適當之自有資金，而此自有資金計算以集團整體

為標準，而集團中之母公司應確保集團資有資金達到法定標準，為達此目的，在

不違反公司法第十條第一項之前提下，實現其對子公司之影響力。集團中之個企

業則應設置內部控管機制確保與自有資金相關資訊之取得，若母公司無法取得一

子公司確實之資訊時，此子公司不列入自有資金之計算。而第四十五條之一則規

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通知義務。若金融控股集團之總公司為金融控股公司，其有義

務提供第十條之一第九項與第十三條之二第二項478之資訊予其母企業。若金融控

股公司違反此義務時，聯邦主管機關得禁止此金融控股公司對其在德國登記之子

信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或其他附屬企業行使投票權。而此投票權由管轄法院指

定信託人，考量企業之健全管理並銀行之監理而行使之。 

小結：由上所述，可得知德國銀行法之下，各類綜合銀行均為規範客體，而

其規範之重點則在銀行資金之確保，故設有自有資金之限制，亦就借款之金額、

種類、交易對象而設限，更明訂禁止之業務。就金融集團之監理而言，則與遵守

歐洲共同體法所設之原則。其並就銀行之廣告不當，賦予聯邦主管機關改正之權

力，除此之外，銀行法並未就綜合銀行之營業行為為限制。 

第三目  德國競爭法對金融業之規定 

                                                 
475 依據第一條第三之三項之規定，所謂附屬銀行服務企業，凡不屬信用機構、金融服

務機構、金融企業、存款信用機構，而其主要業務包括管理實體資產、運作電腦中心、

其他輔助信用機構、金融服務機構之主要行為，者即屬之。  

476 參閱註 458。  

477 參閱註 458。  

478 第十條之一第九項與第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均屬對自有資本應如何計算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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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尚須先為說明的是，歐洲共同體法與會員國國內法之關係479，以明二者

之規範位階。共同法對會員國國內法，而言具有即時適用性、直接適用性、優先

適用性。即時適用指歐洲共同法一經制訂生效後，及自動取得各會員國國內實證

法之效力，而無需經過會員國之內部繼受程序480；直接適用則指歐洲共同體法之

規定直接在會員國與其人民間創設一種法律關係，一該法律關係的內容，會員國

人民得援用共同體法之規定請求會員國內國法院保障其權利481；優先適用原則係

指歐洲共同體法與會員國國內法同時並存並內容相互抵觸時，歐洲共同體法之規

定具有優先於內國法之規定而適用之效力482。在如此之理解下，歐洲聯盟法直

接、即時對會員國生效並其效力優先於會員國國內法適用。故會員國之國內法在

不與歐洲聯盟法抵觸之前提之下，於該會員國領域內自有適用，並對歐洲聯盟所

未規範之事項，自得形成規範。 

德國之競爭法483不能與歐洲共同體之競爭法抵觸已如前述，故在討論完歐洲

競爭法之後，此僅就德國競爭法特殊於歐洲共同體法而未抵觸共同體法之部分為

論述。至若與共同體法相類或未就金融服務事業為特殊規範者則略而不論。德國

競爭法之全名為為反限制競爭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最後

一次修正公布於 1998 年 8 月 26 日，內容從限制競爭之實體內涵，至各種程序之

規定如爭議之救濟，共一百三十一條。涵蓋廣泛，內涵完整，其中與金融集團最

為相關的即為第二十九條，其將信用機構與保險機構部分排除反競爭法的適用，

                                                 
479 王泰銓，同註 210，第三章第二節。  

480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81 頁。  

481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85 頁。  

482 王泰銓，同註 210，第 195 頁。  

483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 Ausfertigungsdatum: 26. August 1998 , Verkündung 

sfundstelle: BGBl I 1998, 2521 ,http://bundesrecht.juris.de/bundesrecht/gw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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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豁免於反競爭法之適用，當然此條之適用固有一定之條件，容後再述。 

一、反限制競爭法概述 

就德國之反限制競爭法為一概略說明。本法共分六章，其中實體性之規範在

第一章，其餘各章多為組織性程序性之規定。第一章為限制競爭之規範，第一節

規定的是聯合行為，共十二條：第一條表明聯合行為禁止為原則，二至八羅列得

為豁免之聯合行為，而第九至十二條則說明取得豁免之程序；第二節規範垂直協

議，如轉售價格、交易條件、獨家交易協議授權之協議與相關程序性之規定；第

三節則規定優勢市場地位與限制競爭，表明何謂優勢市場地位之濫用，例如不正

歧視、抵制、建議價格等；第四節規範者為公會所定之競爭規則；第五節則列舉

應為特別規定之事業，包括第二十八條的農業、二十九條的信用、保險業第三十

條的著作權、第三十一條之運動；第六節為罰則，包含違反本法義務之行政上、

私法上不利益效果；第七節為有關結合行為之管制；第八節為獨佔委員會之相關

規範，獨佔委員會係一獨立委員會，每兩年就德國國內之市場競爭狀況為報告以

為立法之參考。第二章以下管制競爭之主管機關組織及處理競爭案件之程序為規

定：第二章係就聯邦聯合行為局之組織權限為說明；第三章則對競爭事件之處理

程序，例如各種限制競爭行為之判定及其救濟；第四章公開抽獎活動等公開給獎

契約之規制，包含實體之要件與規制之程序；第五章表明此法律之適用範圍；第

六章為立法沿革及過渡法之生效。 

二、金融服務之豁免規定 

反限制競爭法對協議之豁免規定於第一章第二至八條，包含六種情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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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標準化之豁免、專業化之豁免、合理化之豁免、結構上危機之豁免、其他豁免、

部長特別豁免。德國競爭法與歐洲共同體競爭法對於金融服務規範之最大不同，

乃在於德國反競爭法第二十九條就信用、保險機構為特殊規定，得為競爭法之豁

免。以就此條之規定下詳述之： 

（一）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484：「信用或保險機構公會所為協議、決定、建議

得為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前段之例外，而應準用第七條。」 

第十四條乃就對商品或商業服務之轉售價格或條件之限制之協議之禁止，此

針對垂直協議之限制。而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亦為類似之規定，僅其係針對建議而

為規定。第二十二條前段說明，凡其目的或效果有規避本法之限制或主管機關依

據本法所為之限制決定之建議，亦不得為之；此亦適用於對買受人轉售之價格建

議、保留最高、最低價格之建議、決定價格方式之建議。而此種限制，於信用、

保險公會所為之轉售價格等之協議、建議、決定不適用，而應準用第七條決定此

豁免之合法性。第七條第一項指明，凡有助於產品生產、通路、回收等之發展之

協議，並除以此無其他方法可達成此目的，而准許為此協議並不會造成或強化市

場優勢地位者，得為豁免。而同條第二項針對以合理化或專業化為目的而為聯合

購買商品或服務之協議或建議，依據第二項第二段與第三至五條判斷是否得為豁

免。因第三至五條規定合理化、專業化之豁免，以此為目的者自應依據相關之規

定。  

                                                 
484 1) Vereinbarungen, Beschlüsse und Empfehlungen von Vereinigungen von Kreditinstituten ode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können vom Verbot der §§ 14 und 22 Abs. 1 Satz 1 freigestellt werden. § 7 

gilt entsprec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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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485：「第十四條不得適用於信用或保險機構於具體

個案之協議。第一條與第十四條不得適用於聯合保險業或銀行集團對個別

風險的綜合預測的協議。」此為金融服務之豁免，第十四條為垂直協議之

限制，第一條為聯合行為之限制，於此本項所指情形應為豁免。 

（三）第二十九第三項之規定486：「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十二條第六項應準用用於第一項情形。聯合行為主管機關有機會對市場循

環受限制競爭影響程度為評論。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準用於本條第二項。」 

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六項為豁免程序上之規定，於

本條之豁免應有適用，而區分為本條第一項與第二項之豁免。第一項之豁免程序

應依據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六項由此諸規定可知豁免之

程序為何。 

此種金融服務取得豁免之程序，係採取第九條之規範方式。第九條所定的是

通知而豁免之方式，與第十條經聯合行為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有異。亦即事業應

對聯合行為主管機關通知，而其通知應符合第九條之相關要件487。而若聯合行為

                                                 
485 (2) Für Vereinbarungen von Kreditinstituten ode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die einen 

Einzelfall betreffen, gilt § 14 nicht. Für die im Einzelfall vereinbarte gemeinsame 

Übernahme von Einzelrisiken im Mitversicherungsgeschäft sowie im Konsortialgeschäft der 

Kreditinstitute gelten die §§ 1 und 14 nicht. 

486 (3) Für die in Absatz 1 genannten Fälle gelten die §§ 9, 11, 12 Abs. 1 und § 22 Abs. 6 entsprechend. 

Die Kartellbehörde soll den von der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 betroffenen Wirtschaftskreisen 

Gelegenheit zur Stellungnahme geben. Für die in Absatz 2 genannten Fälle gilt § 12 Abs. 1 

entsprechend.  

487 依據第九項第二項之規定，通知應包含名稱、營業地、登記地、聯合行為法律結構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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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未於三個月內為異議，協議自動生效。若不符豁免要件或為通知，聯合

行為主管機關即應為異議。而負通知義務事業應證明協議符合豁免要件並相關機

關的意見業已提出。若協議於不變更參加者、延長協議有效期間、擴張至其他產

品或商業服務之限度內有所變更者，聯合行為主管機關之異議期間為一個月。而

若豁免協議之有終止或取消之情形並應與聯合行為主管機關為溝通。聯合行為主

管機關並依聲請提供資訊488並將相關事項公告489。 

第十二條則針對或豁免濫用之情形為規制，若有濫用豁免之情形，聯合行為

主管機關應命令相關事業停止濫用之行為、命令相關事業為改正、禁止協定或決

議。若符合之豁免要件，依據第二十二條，豁免得延長之。由聯合行為主管機關

得建議廢除豁免之適用，因例外得為豁免之情狀不復存在或有濫用之情事。 

本條第二項所指之豁免亦準用十二條豁免濫用之限制之規定。 

（四）第二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490：「信用機構、保險機構或此等機構之公會所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權人之姓名住址，若為法人，其名爭住址、法定代表人。並且不得以獲得豁免

之目的而提供不正確或不完全之資訊。 

488 依據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此資訊應包括：九條第二項之要件、協議與決定之內容，特別

是與相關的貨品服務、目的、錯失、時序期間、撤銷。豁免之時間限制、條件、負擔。 

489 依據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應予公告之事項為：第二至四條之協議、五至八條豁免之協議

與決定、第二至八條依聲請或通知而取得之豁免其理由、聯合行為之終止。而本項之第一、二款

的公開準用於第一項第二款與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 

490 (4) Für Vereinbarungen und Beschlüsse der in den §§ 5 bis 7 bezeichneten Art von Kreditinstituten,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oder Vereinigungen dieser Unternehmen gelten für die Anmeldung, das 

Widerspruchsverfahren und die Mißbrauchsaufsicht die §§ 9 und 12 Abs. 1 anstelle der §§ 10 und 12 

Ab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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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五條至第七條之協議、決定就通知、異議程序與控制之濫用應以第九

條與第十二條第一項取代第十條與第十二項第二項適用。」 

本條所定之機構所為第五條至第七條之協議，亦即本應以聯合行為主管機關

核准而取得之豁免，於金融服務領域改以通知而取得豁免，並於豁免濫用之情形

改成適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就第二至四條豁免濫用）之規定。 

（五）第二十九條第五項之規定491：「第一項至第四項之協議、決定與建議限

於與受聯邦銀行管理局、聯邦保險管理局或邦保險管理局同意或監理要件

有者關.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保險管理法第一條第二項所指之事業亦

有適用。聯合行為主管機關應將聲請之副本通知其他主管機關，並於與諮

詢其他主管機關後依據此條為決定。」由此規定可知，德國競爭法對並受

其他主管機關監理之案件，於競爭法之領域放寬管制。 

小結：從上述規定可得知就信用及保險機構或公會所為之聯合行為，其豁免

之取得程序較其他事業為言，較為便利，然其就市場優勢地位之濫用行為而言並

未設有例外。 

                                                 
491 (5) Die Absätze 1 bis 4 gelten nur für Vereinbarungen, Beschlüsse und Empfehlungen, 

die im Zusammenhang mit Tatbeständen stehen, die der Genehmigung oder Überwachung 

durch das Bundesaufsichtsamt für das Kreditwesen, das Bundesaufsichtsamt für das 

Versicherungswesen oder die Versicherungsaufsichtsbehörden der Länder unterliegen. Sie 

gelten auch für die in § 1 Abs. 2 Satz 1 des Versicherungsaufsichtsgesetzes genannten 

Unternehmen. Die Kartellbehörde leitet eine Ausfertigung der Anmeldung an die zuständige 

Aufsichtsbehörde weiter. Sie erläßt Verfügungen nach dieser Vorschrift im Benehmen mit 

der zuständigen Aufsichtsbehö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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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發展及業務現況 

 

第一節  金融機構之跨業整合 

 

    依我國銀行法、票券金融管理法、信託業法、保險法、證券交易法及期貨交

易法等主要金融業法所建構之金融法制，乃將金融業之版圖劃分，區分為銀行

業、票券業、信託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等六大類，同時原則上更另就各

種不同之金融服務業，再細分為各種專業金融機構，而分別經營其法定之專門業

務，展現出分業經營與分業管理之金融體制。例如其中銀行業即包括商業銀行、

專業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所稱保險業，包括財產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再保險

公司、保險代理人及經紀人；證券業則包括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及證券金融事業；所謂期貨業，包括期貨商、槓桿交易商、期貨信託

事業、期貨經理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
492。雖然我國金融機構依其業務版圖之切割

方式，大抵上可分為銀行業、票券業、信託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但為

因應金融機構跨業整合之國際潮流，我國在立法政策上，則逐漸開放金融機構之

跨業經營。 

第一項  銀行兼營業務之跨業型態 

    我國對於金融機構跨業經營之政策發展，過去主要先開放銀行業兼營其他金

融業務。例如早於民國二十年國民政府制定公布銀行法時，即於第二十九條至第

三十二條設有銀行兼營信託業務及相關之經營規範，且其後於民國三十六年國民

政府第一次修正銀行法時，亦於第九十二條規定：「本章規定，於銀行之信託部

份準用之。」但事實上，商業銀行及專業銀行得附設信託部之規定，乃民國六十

四年就銀行法進行第四次修正時，始明文規定。依第四次修正之銀行法第二十八

                                                 
492 參閱王志誠，WTO規範下海峽兩岸新金融法秩序之展望，國立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9 期，民國 91 年 10 月，第 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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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商業銀行及專業銀行得附設儲蓄部及信託部。但各該部資本、營業

及會計必須獨立，並依第二十三條、第二章及第四章或第六章之規定辦理。」換

言之，商業銀行及專業銀行得以附設信託部之方式兼營信託業務493。 

此外，銀行業尚可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得兼營票券業務494及信用卡業務

495。至於銀行業務與證券業務分離原則，雖為我國早期金融政策所採行，但民國

七十七年一月二十九日修正證券交易法時，則打破此種藩籬，而容許銀行經主管

機關許可後，兼營證券業務496；且在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一日年修正銀行法後，

更明定專業銀行及商業銀行得以兼營證券業務497。 

第二項  銀行、保險或證券控股公司之跨業型態 

    我國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一日修正銀行法後，商業銀行、專業銀行及信託

投資公司等銀行業，如經主管機關核准，亦得投資金融相關事業498。至於所謂金

融相關事業，包括銀行、票券、證券、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

事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金融相關事業499。換言之，銀行得以轉投資子公司

之方式，轉型為銀行控股公司，全面跨業經營銀行、票券、證券、期貨、信用卡、

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金融相關業務。惟銀行法

對於銀行投資金融相關事業之總額及家數，仍設有限制，亦即銀行投資金融相關

事業及非金融相關事業之總額，不得超過投資時銀行實收資本總額扣除累積虧損

之百分之四十，其中投資非金融相關事業之總額不得超過投資時銀行實收資本總

                                                 
493 參閱王志誠，論商事信託之功能與法制發展，律師雜誌第 268 期，2002 年，第 28 頁。 

494 參閱銀行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票券金融管理法第十七條、金融機構兼營票券金融業務

許可辦法第二條。 

495 參閱銀行法四十七條之一。 

496 參閱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497 參閱銀行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498 參閱銀行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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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扣除累積虧損之百分之十500；且商業銀行投資金融相關事業，其屬同一業別

者，除配合政府政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以一家為限501。 

其次，保險法於二○○一年七月九日修正後，亦明定保險業之資金運用得投

資保險相關事業，而所稱保險相關事業502，係指銀行、票券、證券、期貨、信用

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保險相關事業503。換

言之，保險業亦得以轉投資子公司之方式，轉型為保險控股公司，而全面跨業經

營銀行、票券、證券、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業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之保險相關業務。不過保險業如欲轉投資保險相關事業，除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外，其實收資本額減除累積虧損之餘額，尚必須超過第一百三十九

條規定之最低資本或基金最低額504；且其投資總額，並不得超過該保險事業實收

資本額減除累積虧損之餘額百分之四十505。此外，證券交易法雖未明定證券商得

投資其他金融相關事業，但目前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則依證券商管理規則之規

定506，核准證券商投資一定比率之證券、期貨、金融等相關事業。惟證券商對於

證券、期貨、金融等相關事業之投資總額，合計不得超過資本淨值百分之四十，

且其中具有股權性質之投資，其投資總金額不得超過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四十

507。 

相對地，票券業雖依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所制定之票券金融管理法，已明定

票券業得經主管機關核准轉投資於金融相關事業，但其前提則必須配合政府經濟

                                                                                                                                            
499 參閱銀行法第七十四條第四項：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500 參閱銀行法第七十四條第三項第一款；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501 參閱銀行法第七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502 參閱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第一項第六款。 

503 參閱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第四項。 

504 參閱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六第一項。 

505 參閱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六第二項。 

506 參閱證券商管理規則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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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計畫或金融政策508，始得為之，顯然與銀行法、保險法及證券商管理規則對

於銀行業、保險業及證券商投資金融相關事業之要件不同。其他諸如信託業或期

貨業，依現行信託業法及期貨交易法之規定，並無法直接兼營或以轉投資子公司

之方式，從事跨業經營銀行、保險、票券、證券或其他金融相關業務，併此敘明。 

第三項  金融控股公司之跨業型態 

    雖然銀行業及保險業得以轉投資子公司之方式，以銀行控股公司及保險控股

公司之型態，從事跨業經營金融相關事業，但由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所制定之

金融控股公司法，乃仿造美國一九九九年十一月十二日所制定之「金融服務現代

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 of 1999）之立法模式，允許設立或轉換為金融控

股公司，以轉投資子公司之方式，從事跨業經營證券、保險、投資顧問、共同基

金、商人銀行、投資銀行等金融相關事業，而擴大金融控股公司之業務範圍509。 

基本上，金融控股公司乃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為主要業務510，故其

本身並不得直接提供金融服務或經營金融業務，亦不得從事任何商業活動，乃一

純粹控股公司之型態511。換言之，金融控股公司原則上應以控股銀行業、票券業、

信用卡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金融業務

相關之事業為主，而不容許其設立子公司以介入一般事業公司之經營權
512

。具體

而言，金融控股公司得轉投資銀行業、票券金融業、信用卡業、信託業、保險業、

證券業、期貨業、創業投資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金融機構及其他經

                                                                                                                                            
507 參閱證券商管理規則第十八條第二項。 

508 參閱票券金融管理法第四十條第一項。 

509 See Gramm-Leach-Bliley Act 103；See also Paul J. Polking ＆ Scott A. Grmmarn, Overview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4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1, 3-6（2000）. 

51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 

511 參閱彭金隆，論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與被投資事業管理，台灣金融財務季刊第 4

輯第 1 期，92 年，第 163 頁。 

512 參閱王志誠，企業併購法制與控股公司之創設，月旦法學雜誌第 68 期，2001 年，第

60 頁。 

 253



 

主管機關認定與金融業務相關之事業，並藉由投資金融相關之子公司，跨業經營

金融相關事業。 

值得注意者，雖然銀行法第七十四條第四項及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第四項

所規定之金融相關事業，則僅指銀行、票券、證券、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

保險、信託事業及其他經財政部認定之金融相關事業或保險相關事業，皆未將創

業投資事業納入金融相關事業之範圍513，但是金融控股公司法則將創業投資事業

納入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對象。 

 

第二節：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現況 

 

第一項  金融控股公司之定義 

金融控股公司是指對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金融控

股公司法設立之公司514。又所謂控制性持股，則指持有一銀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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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又在計算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

持有金融控股公司、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股份或資本額時，尚應連同下列

各款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一）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之關係企業持有

者。（二）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者。（三）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之關係企業持有者516。又所謂同一人，指同自然人或同一法人517；而所稱

                                                 
513 依臺灣財政部民國八十五年三月二十二日台財融第八五五○五○四二號函及民國八

十七年八月三十一日台財融第八七八○七八九二號函所分別頒訂之「商業銀行轉投資總

額及對個別轉投資企業之持股規定」及「商業銀行轉投資創業投資公司之規定」，即釋

示所謂金融相關事業，僅指信用卡、票券、期貨、證券、融資性租賃事業及其他經財政

部認定之金融相關事業，並不包括創業投資事業在內。 

51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二款。 

51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一款。 

51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五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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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關係人，指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

518。相對地，於計算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金融控股公司、銀行、保險公司或

證券商之股份或資本額時，並不包括下列各款情形所持有之股份或資本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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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股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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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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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由此可知，金融控股公司之認定標準，是建立在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就股權或資

本額之持有達到「控制性持股」程度及「董事之選任」有過半影響力之基準上，

再將控制性持股之定義以「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之概念擴充520，以補形式標準

之不足。然而，即使持股未達百分之二十五，且無法影響過半數董事之選任，仍

可能對金融機構之經營具有實際決定權，故如何落實最終受益人概念，以補形式

標準之不足，則為立法論上應注意之課題。 

    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融控股公司之定義，乃採取區別立法之方式，

亦即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持股對象，必須以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為限，並不

包括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金融公司、期貨商、票券商及信託業等其他金融事

業，故一控股公司如僅對於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以外之其他數家金融事業，

擁有控制性持股，並不構成金融控股公司法上所稱之金融控股公司521。又金融控

股公司法對於子公司持股成數之規定，亦隨著子公司業務型態之不同，而異其比

例。如金融控股公司之持股對象為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只要持股比例超過

百分之二十五，即構成控制性持股：相對地，如為其他業務型態之子公司，則必

                                                                                                                                            
51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七款。 

51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八款。 

51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五條第二項。 

520 參閱王文宇，控股公司與金融控股公司法，元照出版公司，2001 年，第 280 至 2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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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回歸公司法有關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判斷，亦即原則上以有無超過已發行有表決

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半數為斷522。 

第二項  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與轉換 

    按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對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者，除政

府持股及為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原則上雖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設立金融控股公司，但如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未同時[控制性]持

有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二業別以上之股份或資本額，或有控制性持股之銀

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資產總額未達一定金額以上者，得不設立金融控股公司

523。至於所稱資產總額，財政部則規定為新台幣三千億元524。換言之，如同一人

或同一關係人同時控制性持有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二業別以上之股份或資本

額，或有控制性持股之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資產總額達新台幣三千億以上

者，除政府持股及為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需要，而經財政部核准者外，則強制其

設立或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525。至於金融控股公司之最低實收資本額，依財政部

之函令，為新台幣二百億元526。 

設立金融控股公司者，應提出申請書，載明下列各款事項，報請金融主管機

關許可：（一）公司名稱。（二）公司章程。（三）資本總額。（四）公司及其

子公司所在地。（五）子公司事業類別、名稱及持股比例。（六）營業、財務及

投資計畫。（七）預定總經理、副總經理及協理之資格證明文件。（八）辦理營

業讓與或股份轉換應具備之書件及計畫書；計畫書應包括對債權人與客戶權益之

                                                                                                                                            
521 參閱戴銘昇，金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國立中正大學財經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國 92 年 3 月，第 54 頁。 

522 參閱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二第一項。 

523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項。 

524 參閱財政部 90 年 10 月 26 日台財融（一）字第 0901000118 號令。 

525 相對地，美國一九九九年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 Leach Bliley Act of 1999），

則允許銀行控股公司自由決定是否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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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及對受僱人權益之處理等重要事項。（九）發起設立者，發起人之資格證明

文件。（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書件527。惟如為金融機構轉換為金融控股公

司或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則不須提出發起人之資格證明文件528。至於金融

主管機關為前條許可設立金融控股公司時，應審酌下列條件：（一）財務業務之

健全性及經營管理之能力。（二）資本適足性。（三）對金融市場競爭程度及增

進公共利益之影響529。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法雖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如構成

公平交易法第六條之事業結合行為，尚應經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而行政

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主要則依「金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審查之530，但因

民國九十一年二月六日新修正之公平交易法，已將事業結合管制原所採行之事前

許可制，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故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有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

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僅應於結合前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提出申報即可531。有鑑於此，金融控股公司法九條第二項實有配合公平交易法

對於事業結合管制之變革，而予以修正之必要。 

    另外，既已存在之金融機構如經主管機關許可，亦得依營業讓與（脫殼法）

或股份轉換之方式，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532。且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之金融機

構，應以百分之百之股份轉換之533。 

    此外，外國金融控股公司符合下列各款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者，得不在我

國境內另外新設金融控股公司：（一）符合第九條第一項有關金融控股公司設立

之審酌條件。（二）已具有以金融控股公司方式經營管理之經驗，且信譽卓著。

                                                                                                                                            
526 參閱財政部 90 年 10 月 19 日台財融（一）字第 0901000116 號令。 

52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八條第一項。 

52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八條第二項。 

52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 

53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第二項。 

53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532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十六條第一項。 

 257



 

（三）其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同意該外國金融控股公司在我國境內投資持有子公

司，並與我國合作分擔金融合併監督管理義務。（四）其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及該

外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總機構對我國境內子公司具有合併監督管理能力。（五）該

外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總機構在我國境內指定有訴訟及非訴訟之代理人534。又外國

金融機構在其母國已有跨業經營業務者得比照上開規定，而不必另外在我國境內

新設金融控股公司535。茲將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概況整理如[表一]，以供參

考。 

[表 3-1] 我國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概況表 

金融控股公司名稱 

財政部核

准設立日

期 

開業日期

資產

（91.12.31

自行決算

數，單位億

元） 

淨值

（91.12.31

自行決算

數，單位億

元） 

主要子公司 

第一金融控股公司 90/12/31 92/1/2  15,027 617 

第一銀行、明台產

險、一銀證券、建

弘證投信 

兆豐金融控股公司 90/12/31 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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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南金融控股公司 90/11/28 90/12/19 14,001 627 

華南銀行、華南永

昌 證 券 、 華 南 產

險、華南票券、華

                                                                                                                                            
533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53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53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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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永昌證投信 

國票金融控股公司 91/2/8 91/3/26 1,816 229 
國際票券、國票綜

合證券 

日盛金融控股公司 

（上櫃） 
90/12/31 91/2/5 2,427 294 

日盛證券、日盛銀

行 

復華金融控股公司 90/12/31 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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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金融控股公司 90/11/28 9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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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金融控股公司 90/11/28 90/12/31 21,700 1,134 

國泰人壽、國泰世

紀 產 險 、 國 泰 銀

行、世華銀行 

新光金融控股公司 90/12/31 91/2/19 6,500 246 

新光人壽、新壽證

券、新壽保險經紀

人公司 

玉山金融控股公司 90/12/31 91/1/28 3,190 248 

玉山銀行、玉山證

券、玉山票券、玉

山創業投資公司、

玉山保險經紀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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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台新金融控股公司 90/12/31 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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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開發金融控股

公司 
90/11/28 90/12/28 2,740 1,293 

中 華 開 發 工 業 銀

行、菁英證券、大

華證券 

建華金融控股公司 90/11/28 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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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華財產保險

代理人公司、建華

行銷顧問公司 

中國信託金融控股

公司 
90/11/28 9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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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通商業銀行） 

資料來源：財政部金融局 http://www.boma.gov.tw/files/sta/bas-11.doc 

第三項  金融控股公司之事業結合 

如前所述，金融控股公司法施行後，各金融集團整合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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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風潮，誠可稱為我國金融業之第一波整併。截至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底為止，

我國共有華南金融、富邦金控、國泰金控、中華開發金控、玉山金控、復華金控、

交銀金控、台新金控、新光金控、國票金控、建華金控、中信金控、第一金控及

日盛金控等十四家金融控股公司，業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目前轉換設立之金控

集團雖然仍處於高度競爭狀態，但不排除未來如出現第二波或第三波整併後，有

可能在特定金融市場之占有率，出現一金控集團達二分之一、二金控集團達三分

之二或三金控集團達四分之三等情形，而形成獨占或寡占之市場結構。例如未來

仍有力霸東森集團（中華銀行、友聯產物保險公司、力華票券）、土地銀行與中

央信託局等，亦有陸續組成金融控股公司之可能性。此外，金融實務上，富邦金

融控股公司於設立後，已於民國九十一年併購台北商業銀行；又中國信託金融控

股公司於設立後，最近亦於民國九十二年併購萬通商業銀行。 

按金融控股公司法對金控集團之組織架構，是採二層制為原則536，故二家以

上之金融控股公司為事業結合，不宜併存二家以上金融控股公司之情形，而以能

夠具有完全概括取得他公司營業或資產效力之事業結合類型為宜。因此金融控股

公司於經金融主管機關許可者後，僅得與下列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

受，其審查考量因素、進行程序及申請書件並準用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第八

條、第九條及第十六條至第十八條等規定：（一）金融控股公司。（二）具有第

四條第一款之控制性持股，並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條件之既存公司537。此外，

如既存公司之業務範圍有逾越第三十六條或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者，主管機關為許

可時，應限期命其調整538。至於金融主管機關為合併之許可時，則應審酌下列因

素：（一）對擴大金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率及提高國際競爭力之影響。

（二）對金融市場競爭因素之影響。（三）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之財務狀況、管

                                                 
536 例如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八項即規定銀行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後，銀行之投

資應由金融控股公司為之，以及第三十一條亦就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如何調整組織及

股權，設有準用脫殼法營業讓與、股份轉換及租稅優惠之相關機制。 

53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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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能力及經營之健全性。（四）對增進公共利益之影響，包括促進金融安定、提

升金融服務品質、提供便利性及處理問題金融機構539。又如金融控股公司與他金

融控股公司或他既存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時，如有公平交易法第六

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自應於結合前向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之申報。其中，關於金融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

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子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總額核認之

540。 

 

第三節  金融控股公司之業務範圍 

 

由於金融控股公司為純粹控股公司，故金融控股公司之業務限於「投資」及

「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其本身不得從事金融業務或其他商業。所稱「投資」，

依一般財務會計之觀念，可分為長期投資與短期投資。長期投資是指為謀取控制

權或其他財產權益，以達其營業目的所為之長期投資，如投資其他企業之股票、

購買長期債券、投資不動產者。其中如投資其他企業之股票，而所持股票未在公

開市場交易或無明確市價者、意圖控制被投資公司或與其建立密切業務關係者或

有積極意圖及能力長期持有被投資公司股權者，通常在財務報告之編製上，應列

為長期股權投資。至於短期投資，指購入公開市場、隨時可以出售變現，且不以

控制被投資公司或與其建立密切業務關係為目的之證券而言541。另依據聯合國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一九六一年九月三十日所發布生效之「資本移動自

由化規範」（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則將銀行投資區分為

直接投資（direct investment）與財務性投資兩大類。直接投資是指以直接參與經

                                                                                                                                            
53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二項。 

539 參閱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 

540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0 年 12 月 10 日（九十）公壹字第 03705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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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為目的之投資或為建立長久持續之經濟關係，而長期投資他公司之股份542；財

務性投資則指以賺取投資利得為目的之投資543。質言之，所謂長期投資，其概念

相當於直接投資；而所謂短期投資，其概念與財務性投資相當。 

惟如從金融控股公司法來觀察，則可從投資方法及投資標的等二個角度，分

析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行為。首先，就投資方法而言，除包括傳統上之現金價購

法外，尚得採取股份轉換法，以股份交換方式進行企業併購544，而使併購對象轉

換為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當然，金融控股公司亦得併用或兼採現金價購法及

股份轉換法，以增加投資方法之彈性。其次，就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標的而言，

依金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大體上可細分為下列四大類：（一）金融相關事業之

投資。（二）非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三）自用不動產之投資。（四）短期資

金之運用。又除短期資金之運用，不必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外，其他三項皆

應事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545。此外，「對被投資公司之管理」究何所指？其具

體內容為何？亦有疑義。 

第一項  投資業務 

第一款  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 

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融控股公司所得投資之事業，除銀行業、票券業、信用

卡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金融業務相關

                                                                                                                                            
541 參閱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八條。 

542 See OECD, 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2003 Edition）, Annex A, List A, I. 

http: //www.oecd.org/pdf/M00007000/M00007320.pdf 

543 See OECD, 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2003 Edi tion）, Annex A, List A, 

IV, V, VI. http: //www.oecd.org/pdf/M00007000/M00007320.pdf 

54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七條。關於股份轉換之意義及功能，參閱王

志誠，股份轉換法制之基礎構造－兼評「企業併購法」之股份轉換法制，政大法學評論

第 71 期，民國 91 年 9 月，第 82 至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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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業外，尚括創業投資事業及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金融機構546。至於所

稱銀行業，包括商業銀行、專業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所稱保險業，包括財產保

險業、人身保險業、再保險公司、保險代理人及經紀人；所稱證券業，包括證券

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金融事業；所稱期貨業，包括

期貨商、槓桿交易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理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547。又所謂

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金融機構，金融控股公司法雖未明確定義，解釋上應

以上開金融機構為限。由此觀之，金融控股公司共可投資二十種法條所列舉之金

融相關事業及創業投資事業，以及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國金融機構。 

此外，銀行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後，除依銀行法得投資生產事業之專業

銀行（如工業銀行）外，其他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及外國金融機

構之投資，皆應改由金融控股公司為之548。 

第二款  非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 

    金融控股公司亦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及

外國金融機構以外之其他事業549。其立法目的，主要鑑於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如

集中於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及外國金融機構時，由於其投資標的之同質

性較高，曝險性質相近，故所面對之經營風險較為類似，恐無法透過水平方式風

散風險，而致生風險過度集中之情事，故依據財務理論及公司多角化理論，使金

融控股公司得透過多角化投資及投資組合安排，降低整體投資風險，並增加頭資

報酬550。惟為避免金融控股公司以分散投資為由，大量投資非金融相關事業，金

融控股公司對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及外國金融機構以外事業之投資金

                                                                                                                                            
54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四項、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54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二項。 

54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三項。 

54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八項、第十項。 

54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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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不得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已發行股份總數或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且其投資

總額，不得超過金融控股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五551。 

另外，金融控股公司如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非金融相關事業時，並不得參與

該事業之經營552。所謂不得參與該事業之經營，應指金融控股公司不得指派其負

責人或職員兼任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而言。 

第三款  自用不動產之投資 

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本質上為純粹控股公司，其並非以投資不動產之目的而成

立，且其本身對於不動產之需求相當有限，為防止金融控股公司將過多之資金運

用於流動性極低之不動產，金融控股公司僅能投資自用不動產，且應事先經主管

機關核准553。 

第四款  短期資金之運用 

    金融控股公司雖是以長期投資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及外國金融機構

為主要目的，但金融控股公司之閒置資金仍有適度運用之必要，以增加其收益。

惟為避免金融控股公司將閒置資金投資於高風險或低流動性之投資標的，則應對

於短期資金之運用予以限制。有鑑於此，金融控股公司於將資金運用於金融相關

事業、非金融相關事業或不動產等長期投資前，仍得為低風險、高流動性之短期

資金運用，其範圍包括存款、信託資金、政府債券、金融債券、國庫券、銀行可

轉讓定期存單、經主管機關規定一定評等等級以上之銀行保證、承兌或經一定等

級以上信用評等之商業票據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金融商品554。換言之，

金融控股公司不僅不得將閒置資金投資上市股票、上櫃股票或公司債，亦不得投

                                                                                                                                            
550 參閱彭金隆，同註 20，第 165 頁。 

55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552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但書。 

553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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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所發行之受益憑證555。 

第二項  管理業務 

雖然金融控股公司法明定金融控股公司之業務尚包括「對被投資事業之管

理」，但金融控股公司如何管理被投資公司，其在管理學及法律學之意義及內容

為何，頗耐人尋味。從一般所謂之管理要義而言，企業管理之範疇是指企業機構

各機能部門（生產、行銷、財務、人事、研發）之各級主管人員，運用決策、協

調及資源運用之精神，從事其所應履行之計劃、組織、用人、指導及控制等管理

工作，以達成工作目標556。如以金融控股公司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而言，因金融

控股公司並未經營任何金融業務或商業活動，其績效主要來自於被投資事業之經

營績效及短期資金之運用績效，故金融控股公司之最終目標應在於如何使被投資

事業發揮最佳綜效。換言之，舉凡為達成該項目標，而對於被投資事業之生產、

行銷、財務、人事、研發等部門，所從事之計劃、組織、用人、指導及控制等管

理活動，均屬於金融控股公司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業務。有鑑於此，金融控股公

司之組織架構，除公司法所規定之股東會、董事會及監察人等法定組織，以及相

關法令所要求之總稽核及稽核單位外557，其他諸如經營委員會、資訊委員會、風

控委員會等部門之設置，則委諸金融控股公司之自治。 

    惟從法律學之觀點分析，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是指對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

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金融控股公司法設立之公司，且所謂控制性持股，則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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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金

融控股公司與被投資事業間之法律關係，實存在著複層構造。首先，金融控股公

                                                                                                                                            
55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555 參閱財政部 91 年 5 月 16 日台財融（一）字第 0918010780 號函。 

556 參閱陳定國，企業管理，三民書局，民國 70 年，第 15 至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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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被投資事業間之第一層關係，即為股東與公司間之關係558。換言之，金融控

股公司得透過股東權之行使，對其高比例持股或控制之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

事業或外國金融機構之經營，發揮其控制性股東之影響力。特別是當金融控股公

司持有被投資事業百分之百之股份或資本總額時，雖該子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

事會行使，不適用公司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559，但因該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

金融控股公司指派560，且金融控股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亦得為該子公司之董事及

監察人561，實質上金融控股公司已成為該子公司之絕對控制者。其次，金融控股

公司與被投資事業間之第二層關係，原則上尚可能為負責人與公司間之關係。蓋

在現行公司法尚承認法人董事或監察人及法人代表董事或監察人之制度下562，解

釋上，除法令另有限制外，金融控股公司除得自行當選為被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

察人，指派自然人執行職務外，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且代表人

有數人時，並得分別當選董事及監察人。因此，金融控股公司即可能自行當選被

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而與被投資事業形成負責人與公司間之關係。換言

之，金融控股公司透過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或法人代表之方式，乃至於由金

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兼任子公司職務563，即得對被投事業發揮其控制力或影響

力。除此之外，金融控股公司法及相關子法就「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尚對於

被投資事業之人事、財務及業務等機能，設有下列具體之規定，殊值注意。 

一、人事機能方面 

基本上，金融控股公司基於對被投資事業之投資關係，不僅得自行當選為被

                                                                                                                                            
55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七條。 

558 參閱王志誠，金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理機制，政大法學評論第 64 期，民國 89

年，第 168 頁。 

55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 

56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前段；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 

56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後段。 

562 參閱公司法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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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或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同時金融控股公

司之負責人因投資關係，並得兼任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等職務。特別

是金融控股公司負責人兼任子公司經理人職務雖以一個為限564，但兼任董事或監

察人之職務，則無家數限制，因此金融控股公司藉由指派負責人兼任子公司董

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之方式，將可以直接介入子公司之經營，促使子公司服膺金

融控股公司之政策。尤其是當金融控股公司持有被投資事業百分之百之股份或資

本總額時，因該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金融控股公司所指派，且金融控股公司

之負則人亦得為該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因此子公司之董事會及監察人實已完

全由金融控股公司所掌控。 

除此之外，在子公司之人事管理方面，金融控股公司亦得直接使子公司之員

工，適用其所採行之激勵機制，而使其子公司之員工亦得適用員工分紅入股制度

或新股認購權制度。亦即金融控股公司為子公司業務而發行新股或依公司法第二

百三十五條第二項員工依章程規定得分配之紅利，金融控股公司之該子公司員工

得承購或受分配金融控股公司之股份565。 

惟應注意者，如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對象為創業投資事業，則金融控股公司

之負責人或職員尚不得擔任該創業投資事業所投資事業之經理人566。此外，金融

控股公司之投資對象，如為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或外國金融機構以外之

其他事業，金融控股公司亦不得參與該事業之經營567。亦即，金融控股公司不僅

不得自行當選為該被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查人，亦不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

監察人，同時亦不得指派其負責人或職員擔任該被投資事業之經理人。 

二、財務機能方面 

                                                                                                                                            
563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56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負責人兼任子公司職務辦法第三條第二項。 

56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條。 

56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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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上市或上櫃之金融機構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後，必須於股份轉換基準日

後終止上市或上櫃，並改由金融控股公司上市或上櫃，因此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

司於下市或下櫃後，將無法直接由資本市場調度資金，大幅度降低其籌措資金之

能力，因此金融控股公司亦得為推展子公司業務之需要而發行新股568，乃至於對

受主管機關增資處分之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負責籌措資金或

補足資本569，以及對財務狀況不佳之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提供

財務援助，以協助其回復正常營運570。 

三、業務機能方面 

金融控股公司如欲促使其子公司達成經營綜效，當然必須為完整有效之決

策、協調及資源運用，積極從事計劃、組織、用人、指導及控制之管理工作。例

如在經營策略方面，金融控股公司應規劃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經營策

略、風險管理政策與指導準則，同時各子公司亦應據以擬定相關業務之經營計

劃、風險管理程序及執行準則571。 

    此外，在監督或控制方面，金融控股公司之稽核單位應擬定年度稽核計劃，

每年至少應辦理一次一般業務查核及一次專案業務查核572。且一般業務查核之內

容，尚應包括查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授信、背書或

其他交易風險之控管、共同行銷與客戶資料保密管理、資訊管理等事項573。相對

地，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證券子公司及保險子公司並應向金融控股公司

呈報稽核計劃、董事會議紀錄、內部稽核報告所提重大缺失事項及改善辦理情

形、會計師查核報告、金融檢查機關檢查報告或其他有關資料，由金融控股公司

                                                                                                                                            
56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但書。 

56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條前段。 

56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三條。 

57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六條。 

57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572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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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審核，並督導子公司改善辦理574。至於金融控股公司之總稽核則應定期對子

公司內部稽核作業之成效加以考核，經報告董事會考核結果後，將其結果送子公

司董事會作為人事考評之依據575。 

 

第四節  金控集團之共同行銷 

 

第一項  共同行銷之意義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不 僅 一 改 過 去 分 業 經 營、分 業 管 理 之 金 融 政 策，更 提

供 整 合 傳 統 零 散 之 金 融 體 系，而 使 金 融 機 構 朝 向 金 融 集 團 化 發 展 之 法

制 基 礎。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為 達 成 其 立 法 政 策，不 僅 引 進 金 融 機 構 組 織

再 造 之 租 稅 優 惠 576及 金 控 集 團 之 所 得 連 結 稅 制 577， 更 規 定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之 銀 行 子 公 司 及 其 他 子 公 司 得 為 共 同 行 銷（ cross-marketing） 578，以

共 同 業 務 推 廣 行 為、資 訊 交 互 運 用、共 用 營 業 設 備 或 共 用 營 業 場 所 之

方 式 579， 達 成 共 享 及 整 合 資 源 之 目 的 ， 以 增 加 金 控 集 團 資 本 運 用 之 效

率，發 揮 金 融 綜 合 經 營 效 益，進 而 提 高 股 東 之 投 資 報 酬 率 。換 言 之 ，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為 使 其 子 公 司 提供快速且符合客戶需求之金融服務，得

跳脫傳統上以各金融機構或不同金融業別之商業思考模式，而透過金

融控股公司整合或研發各子公司之資源及金融商品，統籌規劃各子公

司金融商品之銷售管道。  

有疑問者，乃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所稱之「共同行銷」與第四

十三條所稱之「共同業務推廣行為」，在法律概念上有無區別？有以

為兩者在金融控股公司法上之意義，應無不同
580。惟從金融控股公司

法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三條之文義而言，由於第四十三條之規範主體

為：「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而第四十八條之規

範主體為：「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間」，或可認

                                                                                                                                            
573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 

57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57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十二條第四項。 

57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57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57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57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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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個金控集團間之「共同業務推廣行為」，皆應受到第四十三條之

規範，而關於第四 十 八 條 所 規 定 之「 共 同 行 銷 」， 則 僅 在 涉 及「 銀 行

子 公 司 」時 ， 方 有 適 用 餘 地 。 惟 事 實 上 ， 因 第 四 十 八 條 之 規 範 內 容 ，

尚 涉 及 營 業 場 所 及 人 員 之 區 分 及 標 示、業 務 內 容 及 交 易 風 險 之 揭 露 等

事 項， 因 此 從 規 範 目 的 而 言， 實 宜 廣 義 解 釋「 共 同 行 銷 」概 念 ，而 應

認 為 共 同 行 銷 指 同 一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之 各 子 公 司 間，為 共 同 業 務 推 廣 行

為、共 同 使 用 客 戶 資 料、共 用 營 業 設 備、場 所 及 人 員 或 提 供 跨 業 之 綜

合 性 金 融 商 品 或 服 務 581。  

再者，其他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是否亦得進行共同行銷？如從我國制

定金融控股公司法之立法背景來觀察，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

有關共同行銷之規定，乃為鼓勵金融機構整併轉型為金控集團之政策誘因，以因

應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大型國際金融集團之競爭壓力，其立法原意並不在

於禁止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不得從事共同行銷，自不宜以反面解釋認為共

同行銷金融商品為金控集團之專屬權利582。質言之，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能

否銷售其他非屬於其本業之金融商品，應回歸各種金融業法所欲達成之金融監理

目的，由主管機關考量金融商品之特性、風險控管及投資人權益之保護等因素，

分別適度開放，否則將致使金融集團與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間發生不公平競

爭之現象。例如非屬金控集團之銀行如有轉投資證券商、保險公司、保險代理人

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或其他金融相關事業者，在政策上亦

應允許其得共同行銷金融商品。目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已開放證券商

之業務人員如符合銀行及保險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法規及行政命令所規定之資格

條件或證照者，即得為銀行及保險業務
583。 

第二項  共同行銷與資源共享 

第一款  共同業務推廣行為 

                                                                                                                                            
580 參閱戴銘昇，同註 30，第 129 頁，註 70。 

58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二條第一款。 

582 參閱張宏賓，金融控股公司共同行銷法令之探討，集保月刊第 110 期，2003 年，第

14 頁。 

583 參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91）台財證（二）字第 00154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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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融控股公司為達成金控集團之經營綜效，在產品策略上應對於其子公司之

授信商品、外匯商品、信用卡、短期票券、信託商品、投資商品、期貨衍生性、

產物保險、人壽保險或投資型保險等金融商品加以包裝，並進行差異化設計，以

提高其金融商品之競爭力。實務上，金融控股公司在產品策略上，得依各種金融

商品之特性，將其分類為專賣、通賣或協賣商品。其次，在通路策略上，再將各

種專賣、通賣或協賣商品，交由各子公司之不同通路進行銷售。亦即，各子公司

於銷售金融商品時，除專賣商品是自行銷售外，對於通賣或協賣商品，則可委託

其他子公司進行銷售。惟如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委託其他子公司之從業人員進

行共同業務推廣行為，尚應就費用之分攤及法律責任之歸屬訂立契約，其契約內

容亦不得損害客戶或契約任一方之重大利益584
。至於金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從業

人員如從事其他子公司之業務執行或商品銷售時，不僅應具備該業務所需之特定

資格條件或證照，且如客戶要求從業人員於交易前出具依法所必須具備之資格條

件或證照時，該從業人員亦不得拒絕並應立即出示585。 

此外，由於拜金控集團規模經濟之賜，金控集團在促銷策略及價格策略上，

亦得排定各種金融商品之促銷活動或期間，彈性運用行銷策略。茲將金控集團共

同業務推廣行為之規劃整理如[圖 3-1]，用供參考。 

 

 

 

 

 

[圖 3-1]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規劃示意圖 

                                                 
58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八條。 

58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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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格策略         通路策略    促銷、價格策略  客戶關係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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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惟應注意者，金融控股公司共同行銷其金融商品，雖可提供消費者一站購物

（one-stop shopping）之便利，但依美國之實證研究指出，大多數消費者及中小企

業（small and mid-size firm）並不看重百貨式服務，反較喜歡從不同之金融機構購

買金融商品。至於大型銀行從事共同行銷並未獲得太大績效之主要因素，可能有

下列三點：第一，相較於貼現商（discount broker）、共同基金專家（mutual fund 

specialist）、信用卡發卡銀行等金融服務業，大型銀行及證券公司之定價通常較

高，而使其投資報酬降低。第二，專業化之金融服務業者，已使網路利用變得相

當便利，使消費者得以較低之成本，快速在網路上廣泛蒐尋更低價之特定金融商

品。第三，提供全方位服務之大型金融機構，本身具有結構上之利益衝突（structural 

conflicts of interest），易使其將消費者利益置於本身利益之後586。 

第二款  共用營業場所及人員 

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透過共同行銷方式，由銀行商品配

合其他金融商品之銷售，例如人壽保險、受益憑證、信託商品或衍生性金融商品，

以創新金融商品，雖可達到金控集團綜合經營效益之目標，但如為節省銷售成

                                                 
586 See Arthur E. Wilmarth,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1975-2000: Competition, Consolidation, and Increased Risks, 2002 University Illinois Law 

Review 215, 432-43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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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加金控集團之銷售通路，尚應使金融控股公司之各個子公司，得共享金控

集團之資源，甚至於採取複合式經營方式，節省營業空間。亦即，傳統上金融機

構因必須在不同營業據點營業及由所屬人員銷售商品，而必須支出固定成本、租

金成本及變動成本，因此如能對於金融機構之行銷規範予以放寬，在標示清楚非

銀行之內部單位，並且註明該項業務不在存款保險範圍內，應可允許銀行、證券

商與保險公司等金融機構，在同一營業據點內銷售金融商品587。惟為使消費者得

辨識銷售人員之專業能力，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進行共同行

銷時，其營業場所及人員應予區分，並明確標示之。此外，如金融控股公司之子

公司間共用營業場所或設備，尚應就費用之分攤及法律責任之歸屬訂立契約，其

契約內容並不得損害客戶或契約任一方之重大利益588
。 

惟如銀行子公司之人員符合從事其他子公司之業務或商品所應具備之資格

條件時，則可不區分及標示營業場所及人員589。換言之，如銀行子公司之人員，

亦具備產險業務員、壽險業務員、投資型保險業務員、信託業務員、證券商業務

員、投顧業務員、投信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票券商業務員等相關執業證照時，

基於銀行子公司之人員進行共同行銷時，如兼具辦理其他業務之資格或證照，可

經由其提供諮詢或服務，提高金融服務品質，則該等銀行子公司之人員銷售金融

商品時，即得不區分及標示之營業場所及人員。亦即，對於兼具有其他業務證照

之銀行人員，應可透過識別證之多重標示，而使消費者知悉其所得從事之業務種

類多寡，尚不致於發生混淆之情事590。惟應注意者，由於共用之營業場所實際上

                                                 
587 參閱黃瑞堂，由美、日金融控股公司法評析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立法--防火牆制度之

研究，銘傳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9 年，第 105 至 106 頁。 

58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八條。 

58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但書。 

590 論者亦有以為，雖然銀行子公司之行員具備其他子公司營業員之資格時，其人員之區

分及標示不受限制，但營業場所應無法隨著人員資格之整合而使其場所得以統一，故仍

有予以區分之必要，且須為可資區別之標示。亦即，由於並非所有行員均具備所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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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隨著人員資格之整合而得以統一，故不論銀行子公司之人員進行共同行銷

時，是否兼具辦理其他業務之資格或證照，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共用營業場

所時，仍應明確區分不同之業務項目，並於營業場所內明顯適當位置設置營業項

目之告示牌591。 

另外，如金融控股公司之「非銀行子公司」與其他子公司進行共同行銷時，

其共用之營業場所及人員究應如何區分及標示？雖然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

八條第一項之文義，其規範對象為「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所進行之共同行

銷，但依其規範目的來觀察，應認為任何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行共同行銷

時，皆應區分及標示其共用之營業場所及人員，且任何子公司人員具備從事其他

子公司業務所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者，亦得免除區分及標示所共用營業場所及人員

之義務。 

除此之外，雖然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雖可共用營業場所，但依財政部所頒

布之「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行共同行銷相關規範」之規定，各業之營業場所

內互設他業之專業櫃檯，可從事之業務範圍，則仍受有如下限制：（一）證券櫃

檯：（1）證券或期貨經紀業務之開戶。（2）代理國內基金之推介、銷售及買回。

（3）設置網路下單至證券商期貨商。（4）股務代理之代收件。（二）保險櫃檯：

（1）推介經財政部核准銷售之保險商品。（2）辦理經財政部同意得直接銷售保

險商品之核保及出單。（3）保險相關業務之代收件。（三）銀行櫃檯：（1）存

款戶之開戶。（2）信用卡業務之推介及卡片之代為轉發。（3）自動化服務設備

之設置。（4）代理公用事業稅費等款項之收付。（5）銀行本機構業務之代收件

592。至於如設置期貨櫃檯，依財政部所頒布「金融控股公司之期貨子公司或兼營

                                                                                                                                            
範圍之相關資格，如在標示為銀行業務之營業場所，卻散落著具有各種不同專長之銀行

人員，將使消費者無法適切地依其需要找尋適合之服務，難免產生混淆。參閱戴銘昇，

同註 30，第 130 頁。 

59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五條。 

 275



 

期貨經紀業務之其他子公司其兼辦業務人員資格條件及於他營業場所設置專業

櫃檯相關規範」之規定，則僅可從事期貨經紀業務之開戶業務593。 

第三款  共用營業設備 

    基本上，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共同行銷時，一旦共用營業場所及人員，

通常亦會涉及共用營業設備之問題。例如作業平檯、資料倉儲電腦軟硬體設備、

資訊通訊設備、資訊傳輸線路、電子學習平檯或其他實體設備之共用等。惟應注

意者，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既有或新設之營業設備，如增設其他子公司之業務

或商品販售，其營業設備之設置尚應符合相關法令及主管機關之規定594。 

第四款  資訊交互利用 

基本上，我國金融控股公司法除規定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應負保密義務

外，亦規定其在不損害客戶權益之前提下，得交互利用客戶資訊。蓋金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為共同行銷時，為降低經營成本，不僅通常會共用營業設備、場所及

人員，為提高共同業務推廣行為之效率，亦有共同使用客戶資料，以進行客戶資

料之分析及查核，掌握客戶屬性及信用之必要性。亦即，金控集團從事共同業務

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之結果，必然將使其所獲悉

客戶之重要個人資料，暴露於金融集團之所有成員，但如不許金控集團共用客戶

資料，勢必難以提高共同行銷之效益，因此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共同行銷

時，亦應在不損害其客戶權益之前提下，兼顧及尊重客戶隱私權之保護，妥適管

理金控集團之客戶關係。又所謂共同使用客戶資料，主要包括揭露、轉介或交互

運用客戶資料。而且，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揭露、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

料時，除法令另有規定、經客戶簽訂契約或書面明示同意者外，揭露、轉介或交

互運用之客戶資料，不得含有客戶基本資料以外之帳務、信用、投資或保險資料

                                                                                                                                            
592 參閱財政部 91 年 3 月 11 日（91）台財證（二）字第 001539 號函。 

593 參閱財政部 91 年 5 月 9 日（91）台財證（七）字第 002858 號函。 

59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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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換言之，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得共同使用之客戶資料，原則上以客戶

之基本資料為限。 

事實上，我國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客戶隱私權之保護規範，主要是參考美國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第五章（Title V）所規定之隱私權保護政策（privacy policy）

而來。美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不僅規定金融機構應確保客戶個人隱私資訊

（nonpublic personal information）之安全性及私密性596，且必須明確告知客戶其對

於「個人隱私資訊」保護所採行之政策與措施。此外，金融機構應建立「退出選

擇機制」（opt-out mechanism），以防止個人隱私資訊被未被授權之「非關係企

業之第三人」（nonaffiliated third party）知悉597。亦即，金融機構不得洩露個人資

料予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除非金融機構事前清楚明白地告知客戶，客戶有拒絕

資料被第三人知悉之權利，且金融機構必須對客戶說明如何主張選擇退出之權

利；至於金融機構提供客戶之個人資料給其關係企業時，則毌須提供客戶選擇退

出之權利。此外，金融機構告知客戶選擇退出之權利時，必須在「事前」告知，

且須以書面、電子格式（electronic form）或其他主管機關所頒布之方法為之598。

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如經授權取得客戶之個人資料後，亦不得再將此資訊告知其

他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除非該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亦符合上述之規定。此外，

金融機構不得洩露客戶之帳戶號碼及相關之密碼，如信用卡卡號（credit card 

account）、存款帳號（deposit account）或交易帳號（transaction account）給任何

非關係企業之人作為電話行銷（telemarketing）、直接信件行銷（direct mail 

marketing）或其他電子郵件行銷599。至於該項限制亦不適用於相對人為關係企業

                                                 
59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五條。 

596 See Gramm-Leach-Bliley Act 501（a）. 

597 See Gramm-Leach-Bliley Act 502. 

598 See Gramm-Leach-Bliley Act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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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之情形，因此美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並不限制金融機構本身使用

客戶帳號資料作為其行銷之用，或提供關係企業用以行銷金融商品。再者，美國

「金融服務現代化法」更授權美國儲備理事會（FRB）、金融管理局（OCC）、

儲蓄機構監理局（OTS）、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等金融監理機關，以及證

券管理委員會（SEC）、聯邦貿易委員會（FTC）等機關，發布「消費者金融資

訊隱私權規則P」（Privacy of Consumer Financi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 P）600，並

於 2001 年 7 月 1 日分別生效。 

    一、客戶之書面同意 

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金融機構（即該法所稱之非公務機關）

如非為特定之目的，且符合法定之情形者，原則上不得蒐集或以電腦處理個人資

料601。亦即，除符合法定之情形外，金融機構如欲使用客戶之資料，必須在蒐集

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602，如有違反上述之情形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銀

行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603。因此，金融機構如欲蒐集或以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以

豁免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適用，則必須事先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604。應注

意者，由於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僅以個人電子資料為規範對象，其他資料之

使用並不受規範，益以在金融實務上，金融機構基於經濟地位之優勢，皆以定型

化契約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故從規範層面上來看，雖某程度足以防範因資訊不

當流用所可能形成之利益衝突，但實際上猶難發揮禁止資訊不當流用之防火牆功

                                                                                                                                            
599  See Lissa L. Broome ＆  Jerry W. Markham, Regulation of Bank Financial Service 

Activities ： Cases and Materials 262-263 （ West group, 2001 ） （ stating Title V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is comprised of five key elements ）. 

600 See Gramm-Leach-Bliley Act 504.另關於「消費者金融資訊隱私權規則P」之中文介紹，

參閱黃淑君，美國金融隱私權規定對銀行業之影響，國際金融參考資料第 47 輯，2002

年，第 265 至 266 頁。 

601 參閱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十八條。 

602 參閱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十三條。 

603 參閱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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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605。 

二、保密義務之範圍 

另由於金融機構通常掌握客戶之諸多個人資料，一旦洩漏與第三人或為不當

之使用，不僅將導致客戶遭受難以逆料之損害，亦將損及信用秩序，故我國於各

種金融法令中，一般皆明定金融業負有保密義務606。例如銀行如有兼營證券業務

或信託業務者，則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之人員，關於客戶之往來、交易資料，除

其他法律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對銀行其他部門之人員，亦應保

守秘密607。又銀行對於顧客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料，除其他法律或中央

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608，如有違反者，主管機關即得採行適當之

行政處分或科處罰鍰609。至於信託業因對其客戶必須負忠實義務，自應對客戶資

料負保密義務610。除此之外，票券商、證券商、期貨商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

現行相關金融法令之規定，對於客戶之個人資料亦負有保密義務611。 

至於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客戶個人資料、往來交易資料及其他相關

                                                                                                                                            
604 參閱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四款。 

605 參閱謝易宏，企業整合與跨業併購法律問題之研究－以「銀行業」與「證券業」間之

整合為例，律師雜誌第 252 期，民國 89 年，第 44 頁。 

606 王志誠，金融機構商品銷售之立法與課題，收錄於成永裕總編輯，2002 年相關主題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東吳大學法學院，民國 92 年，第 232 至 233 頁。 

607 參閱銀行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 

608 參閱銀行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 

609 參閱銀行法第六十一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二條。另關於銀行之保密義務，參閱王志誠，

論銀行之保密義務－－兼評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九三號解釋，法律評論第 61 卷第 3、4

期，民國 84 年，第 10 至 18 頁；李禮仲，論我國憲法及銀行法第四八條第二項關於銀

行保密義務，收錄於賴源河主編，商事法實例問題分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年，

第 413 至 442 頁。 

610 參閱信託業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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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除其他法律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亦應保守秘密612。金控集團應保密

之範圍，主要包括客戶之基本資料、帳務資料、信用資料、投資資料及保險資料

等613。具體而言，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或與其他於第三人進行共同行銷，於

揭露、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料時，自應遵守法令或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應經客

戶簽訂契約或書面同意，而不得有損害客戶權益之情事。且除法令另有規定、經

客戶簽訂契約或書面明示同意者外，揭露、轉介或交互運用之客戶資料不得含有

客戶基本資料以外之帳務、信用、投資或保險資料614。 

此外，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其從業人員因資訊交互運用或職務之關係

知悉客戶未公開之消息，如該未公開消息經公開後足以對客戶所發行之有價證券

價格產生重大影響者，知悉消息之上開公司或人員於該消息公開前不得買進或賣

出該客戶所發行之有價證券暨以該有價證券為標的之期貨契約及將該未公開消

息向職務無關之第三者透露，亦不得暗示或促使或利用第三人買進或賣出前述之

有價證券暨以該有價證券為標的之期貨契約615。 

另外，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相互揭露客戶資料，或揭露客

戶資料予其他第三人時，尚應訂定保密協定，並維護客戶資料之機密性或限制其

用途。且除資料係屬於可公開取得且無害於客戶之重大利益者外，收受並運用資

                                                                                                                                            
611 參閱票券金融管理法第二十五條；證券商管理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七條第

十六款：期貨交易法第六十三條第一款、第八十八條；期貨商管理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第五十五條第五款。 

612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613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二條第二款。 

61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五條及第六條之規定。應補充說明者，金融

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六條所規定之適用對象，除金控集團外，亦將第三人納

入，似有逾越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之虞。惟有以為，縱使其適用對象逾越母法，

但因符合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十三條但書規定有關為蒐集特定目的以外使用

之要件，故其適法性，認應尚無問題。參閱陳美如＝梁懷信，「金融控股公司法」下有

關個人資訊隱私權保護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91 期，2002 年，第 276 至 2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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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之機構不得再向其他第三人揭露該等資料616。至於在安全內控措施上，金融控

股公司辦理一般業務查核，其內部稽核報告內容亦應揭露客戶資料保密管理之相

關事項617。 

三、保密措施之揭露 

金融機構在銷售金融商品之過程，是否應事先讓客戶知悉金融機構將採行何

種保密措施，乃至於未來金融機構將會如何運用其個人資訊，則為晚近金融法制

之重要課題。基本上，我國傳統之銀行法、信託業法、票券金融管理法、證券交

易法、期貨交易法、保險法等金融業法中、並未針對金融機構之商品銷售，應否

事先向投資人揭露金融機構之保密政策。惟在金融控股公司法制定後，主管機關

得令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就前項應保守秘密之資料訂定相關之書面保密措

施，並以公告、網際網路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揭露保密措施之重要事項618。

亦即授權主管機關得命金控集團訂定書面保密措施，並事前揭露其資料蒐集方

式、資料儲存及保管方式、資料安全及保護方法、資料分類、利用範圍及項目、

資料利用目的、資料揭露對象、客戶資料變更修改方式及行使退出選擇權方式等

事項619，以供投資大眾有機會選擇判斷是否與該金融機構交易。 

    四、客戶之退出選擇權 

    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除應揭露客戶資料變更修改方式及行使退出選擇

權方式外620，其於使用客戶資料從事共同業務推廣行為時，應於接獲客戶通知停

止使用其資料後，立即依其通知辦理621。 

                                                                                                                                            
61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四條。 

61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七條。 

61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 

618 參閱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 

61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八條。 

62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八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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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共同行銷與金融商品組合 

    金融控股公司在產品策略上，得對於其子公司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

市場、期貨市場等已研發或銷售之金融商品，藉由專業化之產品研發及包裝技

術，採行市場區隔策略，創新具差異性之金融商品，以因應客戶之需求，提高其

金融商品之競爭力。金融控股公司為金融商品組合（bundling）時，不僅應考量

包括投入、轉變程序及產出等生產系統之三大組成要素，實施計劃、執行及控制，

亦應重視投資組合及風險分散，以組合設計新種金融商品。此外因產品策略會影

響價格策略、通路策略及促銷策略之運用，故亦應注意商品生命週期及產品線之

管理，不斷推陳出新，求其最大利潤。例如在金融實務上，金融控股公司在產品

策略上，可依各種金融商品之深度及廣度，將其分類為專賣、通賣或協賣商品，

交由最適當之一家或數家子公司進行銷售。 

    依我國目前之金融實務，最常見之金融商品組合，不外是將授信商品搭配其

他金融商品銷售。例如將房屋貸款及存款商品結合，而成免息型房貸622；將房屋

貸款與信託理財或投資型保險結合，而成理財型房貸或保險型房貸623。至於如將

房屋貸款與市場利率指數結合，而成為指數型房貸624；消費信用貸款與市場利率

指數結合，亦可成為指數型信貸625，惟因利率指數本身僅為一參考指標，並非獨

立之金融商品，因此無寧認為僅是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之利率計算方式，應隨利

率指數變動，而為浮動利率房貸之一種變型。 

    其次，金融機構亦經常將信託商品與其他金融商品之投資結合者。例如金融

機構經常利用信託架構為手段，用以投資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或國外有價證

                                                                                                                                            
62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一條。 

622 參閱中國信託商業銀行所推出之「免息型房貸」、台新商業銀行所推出之「Offset-

無息房貸」。 

623 參閱玉山商業銀行所推出之「理財型房貸」及「房貸壽險SMRTA」。 

624 參閱台北商業銀行所推出之「指數型房貸」、玉山商業銀行所推出之「指數型房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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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而發展出之指定用途信託資金投資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業務或指定用途信

託資金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務626。又實務上亦有將信託與海外避險基金之投資結

合者627。此外，亦有將信用卡與信託商品結合之新種金融商品，期使客戶享有旅

遊平安險及信託之雙重保障628。惟應注意者，因信託架構乃資產管理制度之一

環，而得作為投資金融商品之導管機制，因此嚴格而言，如以信託架構進行其他

金融商品之投資，應認為僅為一金融商品為宜。 

    再者，金融機構亦有將保險商品與其他金融商品或投資予以結合之例。諸如

實務上常見之人壽保險金信託629，即是將死亡人身保險與信託商品結合。另保險

實務上，亦常見一種結合投資與保險之新型態保險商品，同時具有保障與投資功

能之投資型保險商品630。此外，亦有將保險商品、信託商品及基金投資結合之新

種金融商品631，而屬於廣義上之人壽保險金信託，例如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等632

 

第五節  金控集團之關係人授信及交易 

 

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概括作為金融控股集團間資源分享、共用之法源

基礎，但是資源共享之潛在危機是可能犧牲或影響消費者、少數股東或債權人等

利害關係人之利益，且難以避免利害衝突之困境，故應有相當之防弊措施，建置

                                                                                                                                            
625 參閱台北商業銀行所推出之「指數型信貸」。 

626 參閱中國信託商業銀行所推出之「指定用途信託資金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 

627 參閱大眾商業銀行所推出之「子足親安」。 

628 參閱富邦商業銀行所推出之「信用卡旅平險信託」。 

629 參閱聯邦商業銀行所推出之「保險金信託」。 

630 參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所推出之「新世紀遞延年金」、「新世紀變額遞延年金」、「新

世紀變額萬能年金」、「國泰富貴保本投資鏈結壽險」等投資型保險商品。 

631 參閱建華商業銀行所推出之「MMA家庭信託帳戶－成長計畫」；富邦商業銀行所推

出「小富翁理財套餐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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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金融防火牆。 

首先，為避免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為業務或交易行為、共

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時，損害其客戶之權

益，乃至於發生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事，金融控股公司法除明定金融控股

公司及其子公司應負保密義務及揭露保密措施義務外，亦規定應由各相關同業公

會共同擬訂自律規範，以建立資訊、業務及人員防火牆，避免發生弊端，已詳如

前述。惟自律規範性質上僅為倫理規範，屬於低度管理之模式，是否足以達成金

融控股公司法之規範目的，尚待驗證633。其次，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其

客戶因其契約關係或類似契約關係而有往來業務或交易，尚應依其法律關係之定

性，而對客戶負有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忠實義務或其他義務，且其負責人或職

員不得向該公司或其子公司之客戶收受不當利益634，乃至於為不法之短線交易或

內線交易等行為635。 

    再者，金融控股公司因其對於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為其子公司之控制性

股東，甚至於得自行當選為被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指派自然人執行職務

外，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且代表人有數人時，並得分別當選董

事及監察人。為避免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為業務或交易行為

時，假藉資源共享之名，而為不合營業常規交易或其他不利於其他交易對象之行

為，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控集團之利害關係人授信或其他交易、授信額度或交

易金額，設有嚴格限制。亦即，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保險子公司對下列

之人辦理授信時，不得為無擔保授信：（一）該金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及大股東。

                                                                                                                                            
632 參閱台北銀行保險代理人公司與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所推出之「得意人生」利率變動型

年金保險。 

633 參閱蔡俊明，金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個案探討—以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為例，

國立政治大學經營管理碩士學程碩士論文，民國 91 年，第 57 頁。 

63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635 參閱證券交易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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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金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及大股東為獨資、合夥經營之事業，或擔任負責

人之企業，或為代表人之團體。（三）有半數以上董事與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

司相同之公司。（四）該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與該子公司負責人及大股東。但

如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保險子公司對上開對象辦理擔保授信時，則上應

準用銀行法第三十三條規定636。亦即，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保險子公司

對上開對象為擔保授信時，應有十足擔保，且其條件不得優於其他同類授信對

象，如授信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金額以上者637，並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換言之，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保險子公

司對於同一銀行或保險公司、同一基本放款利率期間內、同一貸款用途及同一會

計科目項下之授信客戶，其包括利率、擔保品及其估價、保證人之有無、貸款期

限、本息償還方式等授信條件，不得有差別待遇之情事。 

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與下列對象為授信以外之交易時，其條件不

得優於其他同類對象，並應經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

上之決議後為之：（一）該金融控股公司與其負責人及大股東。（二）該金融控

股公司之負責人及大股東為獨資、合夥經營之事業，或擔任負責人之企業，或為

代表人之團體。（三）該金融控股公司之關係企業與其負責人及大股東。（四）

該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證券子公司及該等子公司負責人638。 

又所稱授信以外之交易，則指下列交易行為之一者：（一）投資或購買前項

各款對象為發行人之有價證券。（二）購買前項各款對象之不動產或其他資產。

（三）出售有價證券、不動產或其他資產予前項各款對象。（四）與前項各款對

象簽訂給付金錢或提供勞務之契約。（五）前項各款對象擔任金融控股公司或其

子公司之代理人、經紀人或提供其他收取佣金或費用之服務行為。（六）與前項

                                                 
63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四條。 

637 至於其授信限額、授信總餘額、授信條件及同類授信對象，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

央銀行定之。參閱銀行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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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對象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進行交易或與第三人進行有前項各款對象參與之

交易639。至於上開有價證券，並不包括銀行子公司發行之可轉讓定期存單在內640。

且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各款對象為

上開受信以外之交易時，其與單一關係人交易金額不得超過銀行子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與所有利害關係人之交易總額不得超過銀行子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641。 

                                                                                                                                            
63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63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64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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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之規範分析 
 

第一節  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第一項  金融政策之變革 

第一款  金融改革與反改革 

在經濟社會之發展過程中，銀行業、票券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信

託業等金融機構，分別於貨幣市場、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扮演不同之角色。例如

銀行主要具有金融中介之功能，一方面吸收投資大眾之游離資金，另一方面藉由

對企業之放款或授信642，將社會上之有限資源集中支援產業發展，有效建立調度

資金之管道，以創造國民財富。惟由於銀行自投資大眾取得龐大資金，一旦經營

管理不善，不僅損及投資大眾之權益，更易引發社會經濟之動蕩不安，且為因應

國際競爭日益劇烈之金融環境，順應經濟社會發展之需要，解決以銀行為主之經

營困境，各國近年來莫不積極推動金融改革。 

我國於民國八十九年制定之信託業法，可謂正式啟動金融改革之先聲，其後

除分別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一日及同年十二月十三日大幅修正銀行法及制定

金融機構合併法外，更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制定或修正「金融六法」，包括制

定金融控股公司法、票券金融管理法及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管理條例，修

正保險法、存款保險條例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等，而奠定金融改革之根

基。另為提高金融機構資產之流動性，並於民國九十一年制定金融資產證券化條

例。此外，為謀求資本市場及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確保投資人之權益，除陸續

                                                                                                                                            
64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五條第四項。 

642 應注意者，在經濟意義上，保險業雖以分散風險之功能為主，但因保險費之累積，

亦足以形成巨額資本，因此如何促進保險業資金之有效運用，則為晚近保險業監理之重

要課題。其中，由於保險業亦得辦理放款，故在相當程度上，亦具有金融中介之功能。

參閱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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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十九日、九十年一月十四日、九十一年二月六日及九十一年

六月十二日先後多次修正證券交易法外，亦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二日修正期貨

交易法，且於民國九十一年七月十七日尚公布制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

法。另最近於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二十二日再度修正保險法，進一步放寬保險業之

國外投資總額等。 

至於最近更於民國九十二年七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之農業金融法、行政院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及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其中，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組織法及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對於我國金融監理一元化之建立及金融商品之創

新，具有劃時代之意義643。惟農業金融法之立法，卻反應出農業金融之高度政治

性及地域性，其政策方向是否違背現代金融監理之基本原理，頗值商榷。 

綜觀上開為達成金融改革而一連串制定或修正之金融法規，一則本著金融國

際化及自由化之理念，著重於解除金融管制，不僅從部分到完全開放金融機構之

跨業經營，更放寬金融機構之業務範圍，期能提高金融機構之經營效率；二則本

著金融紀律化之理念，積極建立健全之金融監理機制及市場紀律，強化金融機構

之治理結構，期能達成兼顧金融自由化、國際化、制度化及紀律化之政策目標。

此外，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將於民國九十三年七月一日正式成立，全面調整我國

目前金融監理機關之職權及功能，必然接踵而至，其對於我國金融政策走向之影

響，亦為將來值得觀察之重點。 

第二款  金融管制與解除管制 

基於確保金融機構或金控集團之健全經營及保障投資人或消費者之權益，在

金融政策及金融監理上，普遍採取許多事前管制、地理限制及業務或商品限制等

                                                 
643  目前尚有「中央銀行法修正草案」、「外匯法草案」、「銀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金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票券金融管理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信

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信用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保險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及「證券交易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法案，已送請立法院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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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之金融管制措施644。具體而言，在市場進入管制方面，主要包括金融機構或

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應經許可、分支機構之增設或遷移應事先經許可或核准、金

融業務應事先經核准或核定及採行股東適格性原則（fit and proper rule）645；在

結構管制方面，傳統上主要採取分業經營及分業管理之業務劃分原則，而嚴格管

制金融機構之兼併整合及金融控股公司或綜合銀行之成立；在行為管制方面，一

般均針對金融機構之人事、業務及財務，訂定諸多行為規範及投資限制，並要求

遵守自律規範及強化資訊公開。在傳統金融法規所建立之管制政策下，雖然金融

機構曾經表現非常亮麗，但隨著金融市場之逐漸開放、競爭程度之升高及金融國

際化之進程，金融機構面臨相當嚴峻之挑戰。因此，各國在金融監理上，本於金

融自由化及國際化之政策理念，一方面逐漸解除各項金融管制措施，轉而強調金

融機構之資本適足率（BIS Ratio）及公司治理，賦予金融機構較大之自治空間，

甚至於開放金融機構之跨業整合，允許金控集團或綜合銀行之成立，期能提高其

經營效率。 

以我國之金融管制為例，亦本著事前防弊之觀點，設有諸多市場進入管制之

規定，例如金融機構之設立或其分支機構之增設，不僅其設立皆採許可制或核准

制646，且如屬於銀行、票券金融公司、信託業、保險公司及綜合證券商之申請設

立，亦以保護投資人或消費者之名，要求動輒高達上百億或數十億之實收資本

額，從而存在著高資本額之進入障礙，更遑論金融法規之複雜性。更有甚者，金

融主管機關並得視國內經濟、金融情形，於一定區域內限制銀行或其分支機構之

增設，而暫時停止受理銀行之申請設立或增設分支機構。此外，在管制市場結構

                                                 
644 See Helen A. Garten, Regulatory Growing Pains：A Perspective on Bank Regulation in a 

Deregulatory Age, 57 Fordham Law Review 501, 514-521（March, 1989）（discussing the 

rise and falll of the traditional bank regulation） .  
645 參閱銀行法第二十五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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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於制定「金融控股公司法」後，已金融控股公司之成立，除要求最低實收

資本額為新台幣二百億元外，其設立並應經金融主管機關之許可647。另除對於金

融機構及金融控股公司之兼併整合，規定應事先經金融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外

648，亦對於金融機構之業務經營設有諸多管制規定。 

在 傳 統 金 融 法 規 所 建 立 之 管 制 政 策 下，雖 然 金 融 機 構 曾 經 表 現 非 常 亮

麗，但 隨 著 金 融 市 場 之 逐 漸 開 放、競 爭 程 度 之 升 高 及 金 融 國 際 化 之 進

程，金 融 機 構 面 臨 相 當 嚴 峻 之 挑 戰。因 此，在 金 融 政 策 上，一 方 面 強

調 金 融 機 構 之 資 本 適 足 率 及 公 司 治 理，一 方 面 適 度 解 除 相 關 金 融 管 制

措 施，賦 予 金 融 機 構 較 大 之 自 治 空 間，甚 至 於 放 寬 金 融 機 構 之 投 資 規

範，逐 步 放 寬 金 融 機 構 從 事 高 風 險、高 報 酬 之 衍 生 性 業 務，朝 向 多 角

化 發 展，期 能 確 保 其 健 全 經 營，並 提 高 其 經 營 效 率。此 外，在 開 放 金

融 機 構 跨 業 經 營，以 及 金 控 集 團 得 共 同 行 銷 及 共 享 資 源 後，則 亦 強 調

防 火 牆 機 制 之 重 要 性 。  

我 國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不 僅 一 改 過 去 分 業 經 營、分 業 管 理 之 金 融 政 策 ，

更 整 合 傳 統 零 散 之 金 融 體 系，而 提 供 金 融 機 構 朝 向 金 融 集 團 化 發 展 之

法 制 基 礎。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為 達 成 其 立 法 政 策，不 僅 引 進 金 融 機 構 組

織 再 造 之 租 稅 優 惠 649及 金 控 集 團 之 所 得 連 結 稅 制 650， 更 規 定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之 銀 行 子 公 司 及 其 他 子 公 司 得 為 共 同 行 銷 ， 以 共 同 業 務 推 廣 行

                                                                                                                                            
646 參閱銀行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七條；票券金融管理法第十三條、第十六條；信託

業法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三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四條；期貨

交易法第五十六條。  
64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八條、第九條。  
648 參閱銀行法第五十八條；信託業法第十一條；金融機構合併法第五條、第十六條；

證券商管理規則第三條、第四十六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十四條；證券金融

事業管理規則第三十一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第十七條；期貨商管理規則第三

條；保險業管理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  
64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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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 訊 交 互 運 用、共 用 營 業 設 備 或 共 用 營 業 場 所 之 方 式，達 成 共 享

及 整 合 資 源 之 目 的，以 增 加 金 控 集 團 資 本 運 用 之 效 率，發 揮 金 融 綜 合

經 營 效 益，進 而 提 高 股 東 之 投 資 報 酬 率。申 言 之，金 融 控 股 公 司 為 使

其 子 公 司 提 供 快 速 且 符 合 客 戶 需 求 之 金 融 服 務，得 跳 脫 傳 統 上 以 各 金

融 機 構 或 不 同 金 融 業 別 之 商 業 思 考 模 式，而 透 過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整 合 或

研 發 各 子 公 司 之 資 源 及 金 融 商 品，統 籌 規 劃 各 子 公 司 金 融 商 品 之 銷 售

管 道 。  

    惟金融控股公司於整合各子公司之資源及金融商品，而由其子公司為共同行

銷後，其究竟發揮多大之綜合效益，並無法從各金控集團所公布之財務報告窺其

堂奧，尚有待日後進一步實證研究。 

第二項  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 

按金融政策本為產業政策之一環，且金融如同人類之血液，一旦金融機構未能正

常營運及發展，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或期貨市場亦無健全之可能。且因金融

市場乃企業獲取資金之主要來源，主要扮演間接金融與直接金融之重要角色，

且金融機構健全經營與否，亦將牽涉諸多投資人及消費者權益，誠具有高度之

公共性，從而各國每針對金融市場之結構特性，擬訂其應有之金融政策。我國

在啟動金融改革後，雖致力於解除金融管制，增進金融機構業務之自由化，期

能提供更便捷服務、降低交易成本，促進市場競爭，但在解除金融管制之同時，

卻亦造成一些反競爭現象，頗值注意。 

第一款  金控集團與市場力量之集中 

金融控股公司法施行後，各金融機構整合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蔚為風潮，誠

可稱為我國金融機構之第一波整併。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共有華南金融、富邦金

控、國泰金控、中華開發金控、玉山金控、復華金控、交銀金控、台新金控、新

                                                                                                                                            
65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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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金控、國票金控、建華金控、中信金控、第一金控及日盛金控等十四家金融控

股公司，業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應注意者，未來非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仍可

能進行第二波之整併，例如力霸東森集團（中華銀行、友聯產物保險公司、力華

票券）、土地銀行與中央信託局等，亦可能陸續組成金融控股公司。目前轉換設

立之金控集團雖然仍處於高度競爭狀態，但不排除未來如出現第二波或第三波整

併後，有可能在特定金融市場之占有率，出現一金控集團達二分之一、二金控集

團達三分之二或三金控集團達四分之三等情形，而形成獨占或寡占之市場結構。 

特 別 是 在 金 控 集 團 為 共 同 行 銷 之 後，不 僅 金 融 商 品 之 組 合 設 計 將 趨 於

多 樣 化，且 金 融 商 品 之 銷 售 管 道 亦 將 多 元 化，勢 必 將 模 糊 化 及 複 雜 化

金 融 市 場 之 界 定。申 言 之，由 於 金 融 商 品 之 共 同 行 銷，將 導 致 金 融 業

務 之 範 圍 劃 分 趨 向 模 糊，金 融 商 品 之 區 分 混 沌 不 明，從 而 在 具 體 個 案

判 定 是 否 構 成 獨 占 事 業、審 查 事 業 結 合 案 件 對 限 制 競 爭 之 不 利 益 或 聯

合 行 為 是 否 減 損 特 定 市 場 之 競 爭 效 能 時，無 疑 難 以 明 確 劃 定 特 定 市 場

之 範 圍，而 對 公 平 交 易 法 之 執 行 及 金 融 競 爭 秩 序 之 維 持，實 為 一 項 莫

大 之 挑 戰 。 亦 即 ， 如 何 兼 顧 競 爭 政 策 與 金 融 政 策 所 欲 達 成 之 實 踐 價

值，一 方 面 尊 重 穩 定 金 融 市 場 及 維 護 金 融 秩 序 之 價 值 目 標，一 方 面 正

確 評 估 金 控 集 團 之 市 場 力 量，有 效 用 運 用 公 平 交 易 法 予 以 適 當 管 制 ，

以 免 金 控 集 團 逸 脫 競 爭 法 之 管 制 範 圍 ， 實 為 今 後 之 重 要 課 題 。  

第二款  金控集團與非金控集團金融機構之競爭 

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法為達成其立法政策，不僅引進金融機構組織再造之租稅

優惠及金控集團之所得連結稅制，更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

司得為共同行銷，以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共用營業設備或共用營

業場所之方式，達成共享及整合資源之目的，因此在形式上，金控集團與非金控

集團之金融機構，顯可能因為金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致使立足點不平等，而發

生先天上處於競爭地位不公平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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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其他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是否亦得進行共同行銷？如從我

國制定金融控股公司法之立法背景來觀察，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八條有關共同行銷之規定，乃為鼓勵金融機構整併轉型為金控集團之政策誘因，

以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大型國際金融集團之競爭壓力，其立法原意並

不在於禁止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不得從事共同行銷，自不宜以反面解釋認

為共同行銷金融商品為金控集團之專屬權利651。質言之，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

構能否銷售其他非屬於其本業之金融商品，應回歸各種金融業法所欲達成之金融

監理目的，由主管機關考量金融商品之特性、風險控管及投資人權益之保護等因

素，分別適度開放，否則將致使金融集團與非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間發生不公

平競爭之現象。例如非屬金控集團之銀行如有轉投資證券商、保險公司、保險代

理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或其他金融相關事業者，而成為

銀行控股公司時，在政策上亦應允許其得共同行銷金融商品。相對地，對於保險

控股公司或證券控股公司，亦應秉持相同之規範態度。觀諸目前金融實務，財政

部已函釋認為銀行、證券商、保險公司等機構，如符合一定條件，即得檢具符合

條件之證明文件、董（理）事會決議錄及合作推廣契約書，向本業主管機關申請

合作推廣他業或提供相關服務652。亦即，非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得透過合作推

廣之方式，與其他金融機構合作銷售金融商品或提供服務。 

惟事實上，即使金融主管機關適度放寬非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得為合作推廣

或共同行銷，但基於金融防火牆之要求等法律因素，顯然無法全面性地與其他金

融機構共享資源，因此仍潛在競爭地位不對等之問題。例如目前財政部證券暨期

貨管理委員會雖開放證券商之業務人員如符合銀行及保險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法

                                                 
651 參閱張宏賓，金融控股公司共同行銷法令之探討，集保月刊第 110 期，2003 年，第

14 頁。  
652 參閱財政部民國 92 年 6 月 27 日台財融（一）字第 092002529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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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及行政命令所規定之資格條件或證照者，即得為銀行及保險業務653，但其範圍

畢竟僅限於特定金融商品，且亦無法與其他金融機構共享資源，因此在競爭地位

上，仍與金控集團有所不同。 

第三款  問題金控集團併購之排除條款 

我國對於問題金融機構主要採行下列二種金融監理模式，以求能達成立即糾

正及迅速解決之效。其一，乃以金融資本爲中心之金融監理措施，亦即如金融機

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産比率未達法定最低標準者，金融主管機關得限制其盈餘

分配，並爲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654；乃至於規定其流動資產、負債比率、財務

比率或業主權益等之最低標準655。其二，則爲以解決艱困金融機構爲中心之金融

監理措施，金融主管機關除得對於違反法令、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金融機構，

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等立即糾正措施外，並得爲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停止

部分銀行業務、命令銀行解除經理人或職員之職務、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

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行職務或其他必要之處置等行政處分656。此外，如銀行、票

券金融公司、信託業或保險業之業務或財務狀況顯著惡化，而有不能支付其債務

或損及存款人利益之虞時，金融主管機關除得採取勒令停業並限期清理、停止其

一部業務、派員監管或接管或爲其他必要之處置等措施外，理論上或可逕行或洽

請有關機關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乃至於停止股東會、董事或監察人全部或部分職

權657。至於接管人對於受接管金融機構如爲解決問題金融機構所可能衍生之複雜

                                                 
653 參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民國 91 年 3 月 11 日（91）台財證（二）字第 001549

號函。  
654 參閱銀行法第四十四條；票券金融管理法第四十一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之四。  
655 參閱銀行法第四十三條；票券金融管理法第三十三條；證券商管理規則第十三條；

期貨商管理規則第二十二條。  
656 參閱銀行法第六十一條之一；票券金融管理法第五十一條；信託業法第四十四條；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證券交易法第六十五條、第六十六條、第十八條之一；期貨交

易法第一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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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基於事實上之需要，亦得研擬具體方案，於報經金融主管機關核准後，採

取委託他銀行、金融機構或存款保險機構經營全部或部分業務、增資、減資或減

資後再增資、讓與全部或部分營業及資産負債、與其他銀行合併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重要事項等處置，乃至於進行清理程序658。 

問題在於，由於問題金融機構之處理，貴在神速，以減輕問題金融機構對金

融市場所可能衍生之系統風險或骨牌效應，因此如必須依循一般金融機構併購之

程式，恐緩不濟急。有鑒於此，在立法政策上，是否可適度解除或緩和問題金融

機構併購之管制規定，以促進問題金融機構之併購，誠爲值得重視之課題。惟應

注意者，乃如以金融機構併購之方式，謀求解決問題金融機構之經營困境，仍應

以自願性或積極性併購爲宜，而不宜由主管機關透過金融行政之政策手段，過度

引導民營金融機構或指揮國營金融機構進行救濟性併購，始能達成應有之經濟機

能，以獲取規模經濟之利益659。 

     爲避免金融主管機關於許可或核准問題金融機構之併購申請後，複遭競爭

政策主管機關異議而駁回事業結合之申請，而影響金融市場之健全監理，故在競

爭政策上，是否應針對問題金融機構之併構特別處理，誠值探討。換言之，由於

問題金融機構之處理，事屬緊急，如必須再向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事前提出申報，

且必須於異議期間或等待期間經過後始能進行併構，則恐生變數，而不利於金融

市場之安定。故如爲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之經營困境，而必須實行併構時，競爭政

策是否應適度讓步，而豁免事業結合規範之適用，實有討論之餘地。理論上，爲

適度解除對問題金融機構之事業結合管制，而使問題金融機構得盡速完成併構程

                                                                                                                                            
657 參閱銀行法第六十二條；票票金融管理法第五十二條；信託業法第四十三條；保險

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一。  
658 參閱銀行法第六十二之一至第六十二條之九條；票金融管理法第五十二條；保險法

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二至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十一。  
659 參閱王志誠，金融機構並購法制之建構與檢討【完】，集保月刊第 89 期，2001 年，

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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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則可由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主動簡化其事業結合之申報成序及資料內容，

乃至於採取縮短異議期間或等待期間之手段，以配合金融政策之推動。二則可將

問題金融機構併構對金融市場有無造成反競爭效果之審核權，以法律授權由金融

主管機關行使，以免造成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見解不一致之結果

660。例如銀行法及金融機構合併法中，咸明文規定如金融主管機關認有緊急處理

之必要，且對金融市場競爭無重大不利之影響時，免向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申請事業結合之許可661，以期適度調和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又金融控

股公司法亦規定金融控股公司或其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財

務或業務狀況顯著惡化，不能支付其債務或調整後淨值爲負數，經主管機關認爲

有緊急處理之必要，對金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不利影響者，則符合一定要件之

金融控股公司與其他金融控股公司或具有控制性持股之既存公司間所為之合

併、概括讓與、概括承受，免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申請許可662。 

惟應注意者，乃我國公平交易法於二○○二年一月十六日修正公平交易法

後，已對事業結合管制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從而上開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衝突

之程度，應已大幅降低。因此，是否仍有必要特別於金融法規中排除公平交易法

有關事業結合管制之適用，而在問題金控集團併購之處理程序上，使競爭政策對

金融政策完全退讓，誠有再議之餘地。 

第三項  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和 

就基於金融政策所採取之管制措施而言，各種金融業法形式上雖有其不同之

政策理由，但本質上仍屬於廣義產業政策之一環。蓋產業政策一般是指政府運用

                                                 
660 參閱王志誠，企業組織再造活動之自由與管制，政大法學評論第 73 期，民國 92 年，

第 269 至 270 頁。  
661 參閱銀行法第六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四款、第二項、第三項；金融機構合併法第十

三條第三項第二款。  
662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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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財政、金融、貿易等政策工具，直接或間接界入經濟活動，以避免發生市場

失靈（market failure）之現象，並引導產業發展或進行市場結構調整而言，其最

終目標應在於追求經濟效益，而與競爭政策之終極目標無異。問題在於，基於產

業政策所採取之管制措施，一旦操作過當，常會對競爭政策發生喧賓奪主之畸形

效果，因此如何避免產業政策主管機關不當援引產業政策之抗辯或過度主張廣泛

之產業政策，而造成競爭秩序之破壞或反競爭之效果，實應妥適協調或調和產業

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考量標準。 

在金融政策上，藉由解除或鬆綁金融機構之事業結合管制，以促進其跨業整

合，增進金融市場之競爭，其與競爭政策本身所欲達成之目的及效果，本無二致。

理論上，就金融政策之執行而言，應僅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之一時性措施，而競

爭政策之落實則是永久性措施，兩者之最終目的雖皆在於追求經濟效益，但競爭

政策相較於金融政策，仍應居於最高之優越地位，亦即在產業政策之擬訂上，應

以競爭政策為主軸，產業政策為輔663。問題在於，競爭法雖為市場經濟體制之基

本大法，本質上是規範限制競爭行為或不公平競爭行為之一般經濟法，如相較於

其他為達成特定產業政策目標而制定之特別經濟法，其法律位階未必居於上位，

而當競爭法與其他特別經濟法在適用上有所競合或衝突時，形式上本應依特別法

優先適用於普通法之法律適用原則，以決定優先劣後之適用關係，但如從實質上

檢討其他特別經濟法之規範目的、法律原理及罰則等所建構之法制構造及執行狀

況，事實上特別經濟法優先適用競爭法之範圍，並非毫無界限，因此在檢討各個

特別經濟法之法制構造及執法狀況後，應僅在一定必要之範圍內，始得排除競爭

法之適用664。 

                                                 
663 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之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

於不牴觸本法之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即宣示競爭政策為

主、產業政策為輔之政策理念。參閱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出版公司，2000

年，第 81 頁。  
664 參閱丹宗曉信＝伊從寬，經濟法總論，青林書院，1999 年，第 520 至 5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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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就金融政策及競爭政策對於金控集團併購所採取之管制措施而言，其成為

問題關鍵之核心者，實為金融政策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如何採取趨同或

一致之實質審查標準，以避免發生歧異之認定結果。當然，為使金融政策主管機

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在執法實務上採取趨同之實質審查標準，如從競爭政策之

觀點出發，在競爭法中固然得內設管道665，而妥適地與金融政策相互調和；相對

地，從金融政策之角度出發，在特別經濟法中外設管道謀求與競爭政策之調和，

亦非不可行。特別是當對金融機構併購或金融控股公司併購採取管制措施時，並

非僅在形式上由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共同研訂實質審查標準666，即

可完全避免認定結果不同之可能性，而應在金融法規中外設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

政策主管機關彼此間之實質協調機制，使金融主管機關於為最終之准駁前，在程

序上有機會參酌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之意見，以助於解決實質審查標準不一致之疑

慮。 

因此，在金融法規如欲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仍應以其規範內容不牴觸公

平交易法維護市場交易秩序及確保公平競爭等立法意旨為限，始得排除公平交易

法規定之適用。有鑑於此，雖然金融控股公司法容許金融控股公司之各子公司

間，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共同使用客戶資料、共用營業設備、場所及人員或提

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惟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一旦從事共同行銷，

                                                 
665 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

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不利益。」應可解釋為一種調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內設管道。參閱顏雅倫，我國

結合管制之檢討與前瞻－以金融產業之結合為例，公平交易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2003

年，第 115 頁。  
666 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之規定：「主管機關為前條許可設立金融控股公司時，應

審酌下列條件：一、財務業務之健全性及經營管理之能力。二、資本適足性。三、對金

融市場競爭程度及增進公共利益之影響。主管機關對於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構成公平交

易法第六條之事業結合行為，應經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其審查辦法，由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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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金融機構具有專業上、資訊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難免發生濫用權力之情

事，故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為業務或交易行為、共同業務推廣

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時，尚應遵守由各相關同業公會

共同訂定自律規範，期能透過金融機構之市場自律，建立更精緻及具體之行為規

範。亦即，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不僅不得有損害其客戶權益之行為，亦應遵

守由金融相關同業公會共同訂定之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此外，金

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雖是金融控股公司法授權訂定，惟並非意指金融

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得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故仍不得有限制競爭或

不公平競爭之情事667， 

     此外，為使金融控股公司法與公平交易法之法制功能，在法律執行面能有

妥適之分工，避免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發生見解或認定上之歧異，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似宜依循過去之執法經驗，分就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潛

在衝突，與金融主管機關進行協調668，作為日後對金控集團執行公平交易法之參

考。 

 

第二節：金控集團與限制競爭規範 

 

第一項  限制競爭規範總說 

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之限制競爭行為，設有獨占、事業結合及聯合行為

等規範。其中，公平交易法對於獨占之市場結構，並未禁止獨占事業之存在，而

僅於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破壞競爭秩序，損害消費者利益，始予以規範669。

                                                                                                                                            
公平交易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訂定。」即採取由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共同

研訂實質審查標準之方式，以達到協調之目的。  
66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668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九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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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事業結合規範之立法目的，主要是爲防止企業採取公司合併、資本參與或營

業受讓等企業組織上之手段，而形成獨佔或高度寡占之市場結構，故理論上，事

業結合規範乃爲抑制獨佔事業之萌芽（incipiency doctrine）而設，而對獨佔具有

規範上之補充功能或預防功能670。而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立法原則，

乃採行折衷規制，本於原則自由、例外事前申報之規範態度，有條件地對事業結

合加以監督。亦即對於未大幅提高市場佔有率或一定規模以下之事業結合，國家

機關不爲任何干預，僅對於具有一定市場力量或規模之事業結合，採取事前申報

異議制671。此外，公平交易法對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為之聯合行為，則採取

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規範態度，就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

功能，且屬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原則禁止672。 

雖然我國目前轉換設立之金控集團處於高度競爭狀態，但不排除未來如出現

第二波或第三波整併後，有可能在特定金融市場之占有率，出現一金控集團在達

二分之一、二金控集團達三分之二或三金控集團達四分之三等情形，而形成獨占

之市場結構。此外，不論在獨占事業之認定、事業結合案件之審查及聯合行為是

否減損特定市場之競爭效能，皆不能迴避特定市場之界定問題。問題在於，金融

控股公司既以投資及管理為其業務範圍，本身並未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務，因此在

特定市場之認定上，顯有疑問。基本上，由於金融控股公司對於其子公司具有控

制力，故如有必要認定其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時，自應以其子公司所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為判斷依據。當然，如金融控股公司有二家以上之子公司皆在特定市場提

供商品或服務，則計算金融控股公司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時，應合併計算其全部

子公司之銷售額。 

第二項  金控集團之事業結合 

                                                                                                                                            
669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五條之一、第十條。  
670 參閱服部育生，比較‧獨佔禁止法，泉文堂，2001 年，第 167 至 169 頁。  
671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  

 300



 

第一款  金控集團之結合型態 

按各國就金融機構跨業經營所採行之制度設計，基本上雖可分爲直接結合、

間接結合及混合結合等三種模式673，惟鑒於美國、日本等國在金融現代化之發展

動向上，已容許其金融機構採行金融控股公司之模式進行跨業經營，而成爲金融

機構進行跨業經營之主流模式，因此是否應促使金融機構進行企業組織再造，以

轉換成金融控股公司組織，以提升金融機構之國際競爭力，進而達成金融效率化

之目標，則爲當前重要課題。我國爲引導金融機構進行企業組織再造，首先於民

國八十九年十二月十三日制定金融機構合併法，採取租稅優惠措施之方式，以降

低金融機構併購之成本674。其後，金融控股公司法為鼓勵金融機構轉換爲金融控

股公司組織，則採取直接有利之經濟誘因。諸如採行租稅優惠措施及所得連結稅

制675，乃至於允許金控集團共享資源及共同行銷676，期能有效降低金融控股公

司組織之經營成本，提高金融機構轉換爲金融控股公司組織之意願。 

     惟金融機構之跨業整合，理論上雖有助於金融機構達成規模經濟及統合資

源，以提升效益，維持金融安定677，但如其市場力量過度集中，不僅不利中小型

金融機構之參與競爭，亦無異構築市場進入障礙，而不利於新設金融機構之參與

競爭，難免損及金融市場競爭之效能，乃至於形成獨佔或寡占之市場結構，甚至

於使金控集團成為金融怪獸。蓋就金融機構之水平結合而論，可能造成哄擡價

格、排斥其他金融機構參與競爭，造成市場封閉，阻塞經濟發展。至於金融機構

之跨業整合，不僅可能藉由減少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手段，以降低所可能面臨

                                                                                                                                            
672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七條、第十四條。  
673 參閱王志誠，金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理機制，政大法律評論第 64 期，2000

年，第 155 至 159 頁。  
674 參閱金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七條。  
67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67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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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競爭，並以所具有之優勢地位，提高進入市場之障礙，控制市場金融市場，

且中小型金融機構亦將因併構而減少678。有鑑於此，未來如我國金控集團進行第

二波整併時，應注意現行公平交易法是否足以有效規範任何來自於金控集團整併

所生之反競爭效果。 

    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於轉換設立後，尚可能以股份轉換之方式，使他金融機

構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679。而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亦得以簡易合併之

方式，吸收合併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行股份之他既存金融機構680，或以兄

弟型公司分割之方式，讓與其部分營業或財產與他既存金融機構或新設金融機

構，使其他既存金融機構或新設金融機構，成為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681，進而

擴張金控集團之版圖或為組織結構之調整。問題在於，上開金控集團與他金融機

構之事業結合行為或內部組織之調整，金融控股公司法並未規定金融主管機關得

審酌其對金融市場之競爭程度或其他審查標準，因此如其事業結合構成事前申報

之門檻，則應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酌影響市場競爭程度之因素。 

首先，如金融控股公司以股份轉換之方式，使他金融機構轉換為金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因股份轉換後，金融控股公司將持有該他金融機構百分之百之股

權，而屬於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事業結合類型，故如又構成

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定之市場占有率，乃至於同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二項所定銷售金額，則金融控股公司仍應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

                                                                                                                                            
677 See Geoffrey P. Miller, Legal Restrictions on Bank Consolida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77 Iowa Law Review 1083, 1104（1992） . 
678 See Arthur E. Wilmarth, Jr., The Potential Risks of Nationwide Consolid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A Reply to Professor Miller, 77 Iowa Law Review 1133, 1144-1147

（1992）；See also Ernest Gellhorn ＆  William E. 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358-359（West Group, 1994） . 
679 參閱金融空股公司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  
680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二條。  
68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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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之規定，事前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報。 

其次，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如以簡易合併之方式，吸收合併其持有百分之

九十以上已發行股份之他既存金融機構，因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款

有關事前申報之例外規定，故得不受公平交易法有關事業結合之管制。 

    再者，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如以兄弟型公司分割之方式，讓與其部分營業

或財產與他既存金融機構或新設金融機構，使其他既存金融機構或新設金融機

構，成為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則因其為分吸收分割或新設分割而異其適用。

如為吸收分割，因金融控股公司將取得他金融機構之股份達有表決權股份總數三

分之一以上，而屬於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事業結合類型，故

如又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定之市場占有率，乃至於

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所定銷售金額，則金融控股公司仍應依公平交易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事前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報。惟如為新設分

割，解釋上應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三款有關事前申報之例外規定，故

得不受公平交易法有關事業結合之管制682。 

第二款  審查程序及審查標準 

基本上，傳統金融監理上所採行之市場進入管制及結構管制，當然成為金融

機構或金控集團得否進行事業結合之關鍵因素。申言之，如金控集團欲與其他金

控集團或金融機構為事業結合，通常應先向金融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核准，再向

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申報，而金融主管機關對於其事業結合所採取之審查標準及審

查程序，通常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所採行之審查標準及審查程序，略有差異。 

一、美國法制 

以美國金融機構併購之審查為例，其主管機關除「司法部」之「反托拉斯局」

（Antitrust Division）外，由於美國對金融機構是採取功能性監理（functional 

                                                 
682 參閱王志誠，同註 19，第 251 至 2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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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因此如金融機構併購後之存續銀行為聯邦準備體系下之州註冊銀行

（state-chartered memb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或參與結合事業為銀行控

股公司或金融控股公司時，其主管機關為「聯邦準備理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683。至於如存續銀行為國家註冊銀行（national bank），則以「金融管理

局」（Office of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為主管機關；且如存續銀行

為非聯邦準備體系下之州註冊銀行（state non-member bank），其主管機關即為

「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又如存

續機構為其他儲貸機構（ thrift），則以「儲貸監理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OTS）為主管機關684。此外，如涉及證券商及保險公司之結合，則

分別以「證券管理委員會」（SEC）及「國家保險委員總署」（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為主管機關。基本上，美國金融主管機關對

於銀行併購所採取之審查標準，其特點主要是在於衡量銀行併購所生之限制競爭

效果與是否符合社區需要及便利等公共利益685，而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之審查標

準，形式上似相去不遠，且金融主管機關為儘量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取得一致性

標準，除非為防止參與銀行或儲貸機構倒閉，在其核駁銀行併購案件之前，尚應

先徵求美國「司法部」及其他金融主管機關對於競爭因素（competitive factors）

之意見報告686。 

惟事實上，美國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對銀行併購為具體之個案

審查時，則仍存有諸多相異之處687。例如在審查程序及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則

明顯有所不同。首先，就銀行併購之審查程序而言，美國「司法部」採取三段層

                                                 
683 See 12 U.S.C. Sec. 1828（c）（1）（B） , 1842（a） ,（c）（5）（B）（2002） . 
684 See 12 U.S.C. Sec. 1828（c） . 
685 See 12 U.S.C. Sec.1842（c）（1）（B）；See also Lissa L. Broome＆Jerry W. Markham, 

Regulation of Bank Financial Service Activities 631（West Group, St. Paul. MN, 2001） . 
686 See 12 U.S.C. Sec. 1828（c）（4） . 
687 See Tim McCarthy, Note：Refining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Antitrust Analysis 

of Bank Mergers, 46 Duke L. J. 865, 866-867（February.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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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程序（three-tiered review process）。第一層審查程序稱為「Screen A」，主

要在篩選明顯不具有反競爭效果之案件；第二層審查程序稱為「Screen B」，除

完全不考慮儲貸機構外，並可能先縮小地理市場進行分析688；第三層審查程序稱

為「Screen C」，亦即當通過第一層及第二層之審查程序後，再就次市場

（submarket）為詳細及非總合性分析689。相對地，金融主管機關雖與美國「司

法部」皆進行第一層審查程序，但並未採行第二層審查程序，而直接進入實質審

查，因此其審查程序較為簡化690。其次，就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而言，美國「司

法部」從 1980 年代中期起，即已對銀行併購摒棄傳統上之總合市場方法（cluster 

market method），亦對於小型次市場之金融商品或服務予以分析，並特別重視銀

行併購對中小企業授信之影響691。例如在First Hawaiian/First Tnterstate of Hawaii

銀行合併案，即認為其合併後將實質降低中小企業放款市場之競爭效能692。事實

上，在銀行併購案件之審查實務上，實不乏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與金融主管機關見

解歧異之個案693。 

 二、歐洲聯盟法制 

                                                 
688 See Bank Merger Competitive Analysis Screening Process, Occ Advisory Letter 95-4, 

1995 WL 444957, at＊1. 
689 See Tim McCarthy, supra note 46, at 885-886. 
690 See Bank Merger Competitive Analysis Screening Process, Occ Advisory Letter 95-4, 

1995 WL 444957, at＊2. 
691 See Eugene M. Katz, Determination of Line of Commerce for Bank Mergers： A 

Contemporary View, 5 J. L.＆  Com. 155, 168-172（1985） . 
692 See Proposed Final Jugdement, Stipulation, and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First 

Hawaiian, Inc., and First Tnterstate of Hawaii, Inc., 56 Fed. Reg. 10,916, 10,922-23（1991）.  
693 See, e.g., First Hawaiian, Proposed Final Judgement, Ibid, at 10,922；Proposed Final 

Jugdement, Stipulation, and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U. S. v. Society Corp. and 

Ameritrust Corp., 57 Fed. Reg. 10,371, 10,379（ 1992 ） ； Proposed Final Jugdement, 

Stipulation, and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U. S. v. Fleet/Norstar Financial Group, Inc., 

56 Fed. Reg. 33,458, 33,464 （ 1992 ） ； Proposed Final Jugdement, Stip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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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歐洲聯盟而言，並未針對金融機構併購特設規定，故原則上應由各

會員國之金融主管機關及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負責審查，惟如達共同體規模

（community dimension）之金融機構併購案件，尚應回歸歐洲競爭法之規定，以

歐洲聯盟「執行委員會」為主管機關。具體而言，原則上除參與結合事業之營業

額之三分之二源自於同一會員國者外，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為共同體規模之

事業結合，而必須向歐洲聯盟「執行委員會」事前提出申報694：（一）所有參與

結合事業其個別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五十億歐元。（二）參與結合之二以上事業，

各自在共同體內之營業額超過二億五千萬歐元（Council Regulation （EEC）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tertakings 第一條）695。（三）

符合下列情形者，亦為共同體規模之事業結合：（1）事業結合後之全球總營業

規模超過二十五億歐元。（2）事業結合後，在至少三個以上的會員國，每一個

國家內該結合事業之總營業額皆超過一億歐元。（3）上開所稱之三個以上的會

員國中，每一個國家內皆有兩家以上參與結合事業的各自營業額皆超過二千五百

萬歐元。（4）參與結合事業中至少有兩家在共同體內之總營業額達一億歐元

（Council Regulation （EEC）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tertakings第一條、Council Regulation （EEC）No. 1310/97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tertakings ）696。換言之，金控集團之事業結合如達共

同體規模，除各會員國之金融主管機關及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將予以審查外，歐洲

聯盟「執行委員會」亦有權進行審查。 

三、我國法制 

                                                                                                                                            
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 U. S. v. Texas Commerce Bancshares, Inc. and Texas 

Commerce Bank-Midland, N. A., 58 Fed Reg. 15,361, 15,372（1993） . 
694 參閱王泰銓，歐洲事業法（二）－歐洲競爭規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年，第

296 至 297 頁；劉連煜，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究（三），自印，2002 年，第 67 頁，註

12。  
695 See Council Regulation 4064/89/EEC, O.J. No L 257, 1989. 
696 Ibid；See also Council Regulation 1310/97 /EEC, O.J. No L 18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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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金融控股公司法對金控集團之組織架構，是採二層制為原則697，故二家以

上之金融控股公司為事業結合，不宜併存二家以上金融控股公司之情形，而以能

夠具有完全概括取得他公司營業或資產效力之事業結合類型為宜。因此金融控股

公司於事先經金融主管機關許可者後，僅得與下列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

承受，其審查考量因素、進行程序及申請書件並準用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第

八條、第九條及第十六條至第十八條等規定：（一）金融控股公司。（二）具有

第四條第一款之控制性持股，並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條件之既存公司698。此

外，如既存公司之業務範圍有逾越第三十六條或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者，主管機關

為許可時，應限期命其調整699。至於金融主管機關為合併之許可時，則應審酌下

列因素：（一）對擴大金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率及提高國際競爭力之影

響。（二）對金融市場競爭因素之影響。（三）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之財務狀況、

管理能力及經營之健全性。（四）對增進公共利益之影響，包括促進金融安定、

提升金融服務品質、提供便利性及處理問題金融機構700。 

又如金融控股公司與他金融控股公司或他既存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

承受時，如有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自應於結合前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之申報。其中，關於金融控

股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子公司之

上一會計年度銷售總額核認之701。 

事實上，以現行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融控股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

承受時，主要是審酌其對擴大金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率及提高國際競爭

                                                 
697 例如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八項即規定銀行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後，銀行之

投資應由金融控股公司為之，以及第三十一條亦就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如何調整組織

及股權，設有準用脫殼法營業讓與、股份轉換及租稅優惠之相關機制。  
698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699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二項。  
700 參閱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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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之影響；對金融市場競爭因素之影響；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之財務狀況、管理

能力及經營之健全性；對增進公共利益之影響，包括促進金融安定、提升金融服

務品質、提供便利性及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等因素，以決定是否許可702，顯然與公

平交易法是以比較衡量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為標準，存有諸多不同

之處。因此未來如何避免金融主管機關於許可金融控股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

概括承受後，而發生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為相互歧異之認定，實為重要課題。 

此 外，就 特 定 市 場 之 界 定 而 言，從 行 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之 執 法 經 驗

而 言，其 對 於 金 融 機 構 轉 換 為 金 控 集 團 之 結 合 案 件，如 轉 換 為 金 融 集

團 之 主 導 者 為 銀 行 業，大 抵 以 國 內 之 存 放 款 餘 額 作 為 計 算 市 場 占 有 率

之 標 準，且 存 款 放 之 統 計 數 據，是 以 財 政 部 編 印 之「 金 融 業 務 統 計 輯

要 」 為 依 據 703。 問 題 在 於 ， 在 金 控 集 團 得 統 合 各 種 各 樣 之 金 融 商 品 ，

由 各 金 融 機 構 為 共 同 行 銷 後，對 於 未 來 金 控 集 團 所 可 能 進 行 之 第 二 波

或 第 三 波 整 併，如 何 計 算 各 金 控 集 團 在 特 定 金 融 商 品 之 市 場 占 有 率 ，

尤 其 是 屬 於 由 各 子 公 司 所 通 賣 或 協 賣 之 金 融 商 品，顯 有 疑 問。特 別 是

在 金 控 集 團 為 共 同 行 銷 之 後 ， 不 僅 金 融 商 品 之 組 合 設 計 將 趨 於 多 樣

化，且 金 融 商 品 之 銷 售 管 道 亦 將 多 元 化，勢 必 將 模 糊 化 及 複 雜 化 金 融

市 場 之 界 定。申 言 之，由 於 金 融 商 品 之 共 同 行 銷，將 導 致 金 融 業 務 之

範 圍 劃 分 趨 向 模 糊，金 融 商 品 之 區 分 混 沌 不 明，從 而 在 具 體 個 案 判 定

是 否 構 成 獨 占 事 業、審 查 事 業 結 合 案 件 對 限 制 競 爭 之 不 利 益 或 聯 合 行

為 是 否 減 損 特 定 市 場 之 競 爭 效 能 時，無 疑 難 以 明 確 劃 定 特 定 市 場 之 範

                                                                                                                                            
701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0 年 12 月 10 日（九十）公壹字第 03705 號令。  
702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準用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  
703 例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公結字第 1007 號、（九十）公結字第 1008 號、

（九十）公結字第 1009 號、（九十）公結字第 1010 號、（九十）公結字第 1011 號、

（九十）公結字第 1012 號、（九十）公結字第 1013 號及（九十）公結字第 1014 號等

許可決定書。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第 10 卷第 12 期，民國 90 年，第 3543 至

35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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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而 對 公 平 交 易 法 之 執 行 及 金 融 競 爭 秩 序 之 維 持，實 為 一 項 莫 大 之

挑 戰。亦 即，如 何 兼 顧 競 爭 政 策 與 金 融 政 策 所 欲 達 成 之 實 踐 價 值，一

方 面 尊 重 穩 定 金 融 市 場 及 維 護 金 融 秩 序 之 價 值 目 標，一 方 面 正 確 評 估

金 控 集 團 之 市 場 力 量，有 效 用 運 用 公 平 交 易 法 予 以 適 當 管 制，以 免 金

控 集 團 逸 脫 競 爭 法 之 管 制 範 圍 ， 實 為 今 後 之 重 要 課 題 。  

依 管 窺 之 見，雖 然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既 以 投 資 及 管 理 為 其 業 務 範 圍，本 身

並 未 直 接 提 供 商 品 或 服 務，但 由 於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對 於 其 子 公 司 具 有 控

制 力，故 於 認 定 其 在 特 定 市 場 之 占 有 率 時，自 應 以 其 子 公 司 所 提 供 之

金 融 商 品 或 服 務 為 判 斷 依 據。當 然，如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有 二 家 以 上 之 子

公 司 皆 在 特 定 市 場 提 供 商 品 或 服 務，則 計 算 金 融 集 團 在 特 定 市 場 之 占

有 率 時，應 合 併 計 算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之 全 部 子 公 司 在 該 特 定 市 場 之 占 有

率。例 如 目 前 行 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在 審 查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與 其 他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或 既 存 公 司 之 事 業 結 合 案 件 時，其 就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之 上 一 會

計 年 度 銷 售 金 額 之 認 定，即 以 併 計 其 全 部 具 控 制 性 持 股 子 公 司 之 上 一

會 計 年 度 銷 售 總 額 核 認 之 704。  

至 於 地 理 市 場 之 劃 分，大 抵 以 國 內 金 融 市 場 為 主，未 將 國 外 金 融 市 場

納 入 考 量 ， 而 國 內 地 理 市 場 之 劃 定 ， 則 以 全 國 為 準 。  

第三款  問題金控集團與垂危事業抗辯 

由於問題金融機構之處理，貴在神速，以減輕問題金融機構對金融市場所可

能衍生之系統風險或骨牌效應，因此如必須依循金融機構併購之一般程序，恐緩

不濟急。換言之，由於問題金融機構之處理，事屬緊急，如必須再向競爭政策主

管機關事前提出申報，且必須於異議期間或等待期間經過後始能進行併構，則恐

生變數，而不利於金融市場之安定。故如為處理問題金融機構而為救濟型併購

                                                 
704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0 年 12 月 10 日（九十）公壹字第 03705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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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競爭政策是否應大幅退讓，對問題金融機構之併購豁免適用事業結合管制，

實有探討之必要。申言之，為避免金融主管機關於許可或核准問題金融機構之併

購案後，複遭競爭政策主管機關異議而禁止其事業結合，而影響金融市場之健全

監理，故立法政策上，是否可適度解除問題金融機構併購之金融管制或事業結合

管制，調和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以促進問題金融機構之併購，誠為值得重視之

課題。理論上，為適度解除對問題金融機構之事業結合管制，而使問題金融機構

得盡速完成併構程式，一則可由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主動簡化其事業結合之申報

成序及資料內容，乃至於採取縮短異議期間或等待期間之手段，以配合金融政策

之推動。二則可將問題金融機構併構對金融市場有無造成反競爭效果之審核權，

以法律授權由金融主管機關行使，以免造成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見

解不一致之結果。 

    另應注意者，在金融政策上，爲快速完成問題金融機構之併構，是否非得在

競爭政策上全面棄守或退讓，實有疑義。管見以爲，如就事業結合管制之模式是

採取事前申報異議制者，因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如不表示異議，於異議期間屆滿

後，事業即得徑行結合；此外，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如認問題金融機構之併構，無

減損金融市場競爭效能之虞時，亦得在競爭法之執法策略上，主動縮短異議期

間。有鑒於此，就競爭法或公平交易法之執行經驗而言，似不必特別爲促進問題

金融機構之併構，而在立法政策上，採取促使競爭政策過度退讓之措施705。 

                                                 
705 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金融機構併購適用公平交易法之問題，即曾認爲我

國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第二款之規定，並非意指金融機構之命令併購案件，即得全然

排除我國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僅是問題金融機構之處理，得爲事業結合之許可理由。參

閱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有關「財政部函請本會就國內金融機構合併，適用公平交

易法之相關問題，再爲斟酌暨銀行法修正條文」案之解釋，參閱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

員會公報第 9 卷 6 期，2000 年，第 1114 頁。由此可知，換言之，即使是問題金融機構

之併購，仍應審核其對金融市場競爭有無重大不利之影響，始能豁免公平交易法之適

用，且上開審核權雖由金融主管機關行使，但我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併非完全無介

入判斷之餘地。  

 310



 

一、美國法制 

以美國金融主管機關處理問題金融機構併購之程序而言，如為防止參與銀行

或儲貸機構倒閉，則其在核駁銀行併購案件之前，即不必事先徵求美國「司法部」

及其他金融主管機關對於競爭因素之意見報告706。此外，由於美國反托拉斯法之

執法實務，早於 1930 年International Shoe Co. v. FTC乙案，即承認所謂垂危事業

抗辯（the falling firm defense）之理論707，其後歷經數個重要司法判決之演進及

發展708，最終並為美國「司法部」及「聯邦貿易委員會」於 1992 年修正「水平

結合指導原則」時明文採納709，因此問題金融機構併購之准駁，原則上是尊重金

融主管機關之判斷，而鮮少出現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意見不一致之

情事。依據美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垂危事業抗辯之適用，必須符合下列要

件：（一）該垂危事業必須在最近之未來無法清償債務。（二）無法依破產法完

成重整。（三）無法以事業結合以外之合理替代方案解決。（四）如不為事業結

合，則垂危事業必須退出市場等，以避免減少競爭之危險710。 

二、歐洲聯盟法制 

至於歐洲聯盟之「企業結合管制規則」中，雖未明確規定垂危事業抗辯之規

定，但歐洲聯盟「執行委員會」在Kali＋Salz/Mdk/Treuhand併購案之實務見解中

711，則曾援引過垂危事業抗辯，且其標準亦類似於美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之

規定內容712。 

                                                 
706 See 12 U.S.C. Sec. 1828（c）（4） . 
707 280 U.S. 291（1930） . 
708 See Citizen Publ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94 U.S. 131（1969）；United States v. 

General Dynamics, 415 U.S. 486（1974） . 
709 See Jeff King, Boeing-McDonnell Douglas Revisited：Recommendations for A Unitary 

Merger Defense, 11 Kan. J. L.＆Pub. Pol’y 363, 363-364（Winter, 2001） . 
710  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mi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5.0.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were revised in 1997. 
711 Case No. IV/M.308（Dec. 15, 1993） , O.J.L 186/38（July. 21, 1997） , 70-90. 
712 參閱顏雅倫，同註 24，第 1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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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法制 

反觀台灣對問題金融機構併購之處理模式，則於「銀行法」及「金融機構合

併法」中另闢規範，而咸明文規定如金融主管機關認有緊急處理之必要，且對金

融市場競爭無重大不利之影響時，免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事業結合

之許可713，以期適度調和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此外，基於快速處理問題

金控集團之需要，台灣「金融控股公司法」特別規定金融控股公司如有下列情形

之一，且金融控股公司或其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財務或業

務狀況顯著惡化，不能支付其債務或調整後淨值為負數，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

處理之必要，對金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大不利影響者，免依「公平交易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許可：（一）與金融控股公司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概括承受者。（二）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其有表決權股份達三分之一以上者。（三）由金融機構

轉換設立者714。申言之，如金融主管機關有緊急處理問題金融控股公司、問題銀

行子公司、問題保險子公司或問題證券子公司之必要時，即可排除「公平交易法」

有關事業結合管制之適用。由此觀之，外國金融機構或金融控股公司如與台灣之

問題金融機構或問題金融控股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時，亦可豁免「公

平交易法」之適用，以縮短其事業結合時程。惟應注意者，上開將問題金融機構

併購或問題金融控股公司併購之審查程序，排除適用「公平交易法」有關事業結

合管制之立法背景，實為事業結合管制仍採事前許可制之時代，但「公平交易法」

於 2002 年 1 月 16 日修正後，已對事業結合管制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從而上開

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程度，應已大幅降低。因此，是否仍有必要特別於金

融法規中排除「公平交易法」有關事業結合管制之適用，而在問題金控集團併購

之處理程序上，使競爭政策對金融政策完全退讓，誠有再議之餘地。具體而言，

如能在「公平交易法」內設管道中，適當運用垂危事業抗辯理論，以協調金融政

策與競爭政策可能存在之衝突，亦為良策。 

                                                 
713 參閱銀行法第六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四款、第二項、第三項；金融機構合併法第十

三條第三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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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金控集團與不公平競爭規範 

 

第一項  不公平競爭規範總說 

公平交易法對於不公平競爭規範，除多層次傳銷規範外，主要禁止垂直價格

限制行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行為、仿冒表徵行為、不實廣告行為、

妨礙他人營業信譽行為或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交易之欺罔或險失公平行為等。其

中，有關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行為，尚包括六大類型，包括垂直杯葛、

差別待遇、不當爭取交易相對人、破使參與限制競爭、不當獲取他事業營業秘密

及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動等行為。又所稱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

動，常見者如搭售、獨家交易、地域限制、顧客或使用之限制等715。質言之，金

控集團為共同行銷之際，仍應遵守上開不公平競爭規範，自不待言。 

惟事實上，金控集團為共同行銷時，較有可能涉及不法者，不外為其產品策

略或廣告策略等行銷手段，構成搭售安排、不實廣告或未充分揭露資訊，因此「金

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即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除依法令另有

規定者外，不得強制客戶與其他子公司簽訂契約，以購買其商品或服務作為授信

或提供服務之必要條件716；且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進行宣傳或廣告時，不得

有誤導、誇大或不實之情形717。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法亦規定金控集團於從事共

同行銷時，除應向客戶揭露該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業務或商品

有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有鑑於此，本文擬就共同行銷所可能牽涉之不公平競爭

問題，加以檢討及分析。 

                                                                                                                                            
71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九條。惟因 2002 年 2 月 6 日新修正之公平交易法，已將事

業結合管制原所採行之事前許可制，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九條

之規定，誠有依照公平交易法之最新發展，予以修正之必要。  
715 參閱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71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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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共同行銷與搭售規範 

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達成提高營綜效之目的，實務上經常有將各子公

司銷售之金融商品，加以組合包裝之必要，因此如何在不減少市場競爭效能及符

合公平競爭之前提下，妥適為商品組合，則為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共同行銷

時，所應重視之問題。為期釐清金融控股公司為商品組合之法律界限，以下謹就

搭售行為之基本概念、規範依據及違法要件等問題予以說明。 

第一款  搭售行為與商品組合 

所謂搭售行為，是指買受人要購買某產聘或服務時，出賣人要求買受人必須

一併購買另一產品或服務，否則即拒絕單獨出售產品或服務給買受人之行為718，

其本質上屬於非價格之垂直交易限制719。基本上，搭售行為運用通常是為了達成

某 些 特 定 的 經 濟 目 的 ， 例 如 促 銷 某 些 在 技 術 上 必 須 互 相 配 合 之 產 品

（technologically interdependent products）、提高產銷規模及利用搭售所獲得之利

潤降低行銷成本等720，而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相對地，搭售行為亦可能藉由經

濟槓桿（leverage）造成獨占地位之延伸、提高進入障礙、規避價格管制、訂定

歧視價格、進行掠奪性訂價、剝奪消費者選擇自由或濫用市場地位等，以增加其

                                                                                                                                            
717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三條。  
718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八版），民國 90 年 8 月，第 189

頁。至於美國有關搭售行為（ tying arrangement）之傳統定義，是指賣方銷售一項產品

（ tying product）予買方時，同時約定買方必須同時購買另一項產品（ tied product），

或至少同意不向其他供應商購買某一項產品。Se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 356 U. S. 1, 5-6（1958） . 
719 參閱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行為之規範，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國 90 年 12 月，第 10 至 11 頁。  
720 Kurt A. Strasser, An Antitrust Policy for Tying Arrangements, 34 Emory Law Journal 

253, 260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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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力量或地位，而具有反競爭之效果721。 

從搭售行為之定義而言，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則必須至少存在

二種可分之商品，且須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

買搭售商品或被搭售商品722。至於是否存在兩種可分之商品或服務，則必須考慮

下列五項因素：（一）同類產業之交易習慣。（二）該二商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

有效用價值。（三）該二商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四）出

賣人是否對該二商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五）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商

品或服務。723。例如金融機構為授信行為時，要求消費者購買該金控集團所銷售

之衍生性避險商品、強制汽機車責任險、火險、地震險或其他金融商品，即構成

搭售行為之要件。 

相對地，金融實務上之商品組合設計，並非皆屬於二項商品之結合，亦不乏

僅為單一金融商品，而附加其他金融工具者。例如指數型房貸及指數型信貸，因

利率指數本身僅為一參考指標，並非獨立之金融商品，因此僅為浮動利率房貸之

一種變型。此外，利用信託架構進行其他金融商品之投資，亦僅為一種信託商品。

至於如結合二種以上金融商品之商品組合，如金融機構未明示或默示投資人或消

費者必須同時購買，而無法單獨購買其中一項金融商品，自亦不構成搭售行為。 

第二款  共同行銷之規範模式 

如為避免金控集團之共同行銷或金融機構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負

面效果，理論上可採取之規範模式，一則可完全回歸競爭法之規範；二則可從金

融政策之觀點，基於金融商品共同行銷之特性，特別設置防堵性規範。 

                                                 
721 See Ibid, at 273-281.另關於搭售行為對市場競爭之中文分析，參閱林國棟，廠商搭售

行為的經濟分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5 卷 4 期，民國 86 年，第 91 至 125 頁；楊宏暉，同

註 78，第 19 至 29 頁。  
722 參閱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實論，2001 年，自印，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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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法制 

美國於一九七○年修正「銀行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 of 1970）時，則增訂第 106 條之規定724，禁止銀行控股公司將授信

或其他銀行服務與其非銀行子公司之服務結合銷售，此亦稱為反搭售條款

（anti-tying）。當然在美國於一九九九年十一月十二日月制定「金融服務現代化

法」承認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後，金融控股公司之子銀行為商品銷售時，仍受「反

搭售條款」之規範。依據美國法律整編第二十二章第 1972 條第（1）項之規定725，

銀行不得以下列任何條件或要求，擴大其信用、租約或任何種類財產之出售，或

提供任何服務，或固定或改變上開商品或服務之條件：（A）客戶應從該銀行取

得附加之授信、財產或服務，但單一貸款、貼現、存款或信託服務，不在此限；

（B）客戶應從該銀行之銀行控股公司或其他銀行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取得附加

之授信、財產或服務；（C）客戶應向銀行提供附加之授信、財產或服務，而非

與貸款、貼現、存款或信託服務相關或經常提供者；（D）客戶應向銀行之銀行

控股公司或銀行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提供附加之授信、財產或服務；（E）客戶

不得從該銀行、其銀行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競爭對手、取得部分其他授信、財

產或服務。但如該條件或要求係為確保其信用之健全性，而合理附加於授信交易

者，不在此限。 

事實上，美國「銀行控股公司法」之所以特別引進「反搭售條款」，有其特

殊之法制背景。一般而言，搭售行為在美國反托拉斯法之規範依據，主要為休曼

                                                                                                                                            
723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研釋 045 號，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第 1 卷第 11

期，民國 81 年 11 月，第 40 頁。  
724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Amendment Sec. 106（1970）；12 U. S. C. Sec. 1843（h）

（2002） . 
725 See 12 U. S. C. Sec.1972（1）（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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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 條726，因此如欲構成違法之搭售行為，除必須有二以上商品存在外，尚應

符合其主要商品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及導致實質限制競爭之結果等二項要件

727。惟就金融機構所為之搭售行為而言，一般並不會牽涉巨額交易，而促使主管

機關或司法部門願意著手進行費時耗資之反托拉斯案件程序，而消費者亦難以證

明銀行是否在主要商品上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及是否實質影響市場之競爭效

能，故美國國會乃特別引進「反搭售條款」，一方面不要求消費者舉證金融機構

是否在特定商品具有相當之市場力量及是否實質影響市場之競爭效能，一方面明

定消費者得請求賠償三倍之損害、訴訟費用及合理之律師費728，以鼓勵消費者提

起訴訟救濟729。另應注意者，「反搭售條款」對於傳統銀行業務所存在之搭售，

亦承認下列三項例外：（一）銀行得對於單一貸款、貼現、存款或信託服務為搭

售安排730。（二）銀行得為附條件交易，要求客戶提供附加之授信、財產或服務，

如其與貸款、貼現、存款或信託服務相關或經常提供者731。（三）銀行得對借款

人附加限制，以確保其增加授信額度之健全性732。此外，「反搭售條款」尚授權

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在不違背第二十二章之規範目的下，得自行訂定規則或命

令，以排除上開禁止搭售之行為類型733。依據美國之金融實務，美國聯邦準備理

事會則允許金融機構得例外為下列三項之搭售行為：（一）提供傳統之銀行商品，

如授信、貼現等。（二）對於合格銀行商品維持一定存款餘額之客戶，銀行得對

                                                 
726 Sherman Act Sec. 1, 15 U. S. C. Sec.1（2002） . However, tie-ins can also be challenged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r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5 U. S. C. Sec. 45（2002）  and 

under Section 3 of the Clayton Act , 15 U. S. C. Sec. 14（2002） . 
727 See Joseph C. Chapelle, Section 1972：Augmenting the Available Remedies for Plaintiff 

Injured by Anticompetitive Bank Conduct, 60 Notre Dame Law Review 706, 711-712

（1985） . 
728 See 12 U. S. C. Sec. 1975（2002） . 
729 See Joseph C. Chapelle, supra note 86, at 714-715. 
730 See 12 U. S. C. Sec.1972（1）（A）（2002） . 
731 See 12 U. S. C. Sec.1972（1）（C）（2002） . 
732 See 12 U. S. C. Sec.1972（1）（E）（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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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不同商品組合之優惠建議。（三）銀行對於外國人或外國法人所提供之任

何商品，均得為搭售，不受限制734。 

二、歐洲聯盟法制 

    基本上，歐洲聯盟競爭法並未就金控集團設有例外規定或特別規定，因此對

於金控集團之競爭規範，自應回歸適用歐洲聯盟有關企業協議、企業濫用優勢地

位、企業結合管制規則及國家補貼等競爭規範。其中，如金控集團為搭售行為時，

即應注意是否違反企業濫用優勢地位之規範類型。亦即，如企業如利用其優勢地

位，於銷售某種商品或服務時，要求交易相對人必須另行購買其他商品或服務

者，即可能構成EC條約第八十二條第（d）款規定之違反735。一般而言，適用EC

條約第八十二條第（d）款規定來決定兩種商品是否為搭售，必須符合二項要件。

其一，就商品之本質進行考量，包括檢驗其架構、成分、耐久度及用途，以及兩

種商品間是否有功能性之連接。其二，必須就商品之商業習慣加以評估，且商業

習慣之形成，必須考量市場大多數競爭者之商業習慣，而非優勢地位企業之商業

習慣736。另附帶一提者，日本亦採取相同之規範模式737。 

三、我國法制 

按金融控股公司藉由其子公司為共同行銷時，為避免金控集團濫用專業上、

                                                                                                                                            
733 See 12 U. S. C. Sec.1972（1）（2002） . 
734 參閱石裕泰、劉文彬，美國金融控股公司法制與實務，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民國 90 年，第 210 頁。  
735 EC條約第八十二條第（d）款規定：「就契約之締結使交易相對人接受其他附加義務，而使

附加義務，依其本質或商業習慣，與該契約之標的並無關聯者。」 
736 參閱王泰詮，同註 53，第 232 頁。  
737 觀諸日本之規範模式，則由「公正取引委員會」發布「銀行․證券等相互跨業與不

公平交易方法」（銀行․證券等の相互參入と不公平な取引方法）之行政規則，規定銀

行對客戶為授信時，如強制其購買其所屬證券子公司所銷售之有價證券，而證券公司如

於承銷有價證券時，強制發行公司與其所屬之信託銀行子公司為交易，則構成違法之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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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而為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行為，甚或損及消費

者或投資人之權益，因此金融控股公司法則規定應由各金融相關商業同業公會共

同制定「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之方式，建立更精緻及具體之行為

規範。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法更規定金控集團為共同行銷時，除應向客戶揭露該

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業務或商品有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以善

盡其說明義務外，尚應區分及明確標示其營業場所及人員。由此可知，金融控股

公司法對於金控集團之共同行銷，係併採自律規範及強行規範之立法模式，除用

以保護消費者或投資人之權益外，亦避免金控集團觸犯公平交易法之禁止規定。 

由此觀之，我國雖於金融控股公司法規定應由各金融相關商業同業公會共同

制定「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以規範金控集團之共同行銷，但並

非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而僅是藉由市場紀律之建立，以收預防之效，至於公

平交易法仍為規範之最後防線。 

第三款  搭售行為之規範依據 

     依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之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除依

法令另有規定者外，不得強制客戶與其他子公司簽訂契約，以購買其商品或服務

作為授信或提供服務之必要條件，明揭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共同銷售時，不

得為強迫性搭售行為。事實上，為避免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提供金融服務或商

品時，以與其他子公司之交易為條件，強制搭售其他金融服務或商品，易有破壞

公平競爭秩序或有發生不當弊害之虞，在金融控股公司法草案之研議階段，原參

考美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規定及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及二十四條之

規定，明文禁止無正當理由之強制搭售行為738。惟立法院通過之金融控股公司法

                                                                                                                                            
售行為，而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之規定。參閱服部育生，同註 29，第 268

頁。  
738 金融控股公司法草案第五十三條原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提供金融服務或

商品時，無正當理由不得以與其他子公司之交易為條件，強制搭售其他金融服務或商

品。」參閱劉紹樑、張宏賓，金融控股公司法草案總說明，金融控股公司法草案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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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市場共同行銷之行為，仍應受公平交易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業者如以

搭售方式進行共同行銷，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或其他相關法律之情事者，將依公

平交易法或相關法律規定予以處罰，故改採金融業者自行訂定自律規範之方式，

並明定自律規範不得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事。由此觀之，金融控股公司

並未針對搭售行為採取直接規範方式，而是採取由金融業者訂定自律規範，禁止

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行為，以收對搭售行為產生

嚇阻效力之間接規範方式，從而金控集團如以搭售行為進行共同行銷，其是否違

法之最終判斷，仍應以公平交易法為依據。 

    就我國公平交易法之實務現況而言，規範搭售行為之主要依據為公平交易法

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739。問題在於，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是以「限制交

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要件，則為搭售之交易對象應為「事業」，亦即指公司、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同業公會、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公

平交易法第二條），而不包括非從事營業活動之最終消費者，故如金融機構對一

般消費者或投資人所為之搭售限制，即無法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予以規

範，而只能轉而援引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作為規範依據740。惟依美國之司法實

務，在Swerdloff v. Miami National Bank一案741，原告雖為一閉鎖性公司（closely 

held corporation）股東，其以個人身份保證公司之貸款，當銀行以原告必須移轉

其對公司股份之百分之五十一予銀行，以作為銀行授信予公司之條件時，法院認

為此時原告為Section 1972 中所稱之”customers”，而為適格之訴訟當事人。另在

                                                                                                                                            
劃（期末報告），財政部金融局暨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委託研究報告，

民國 89 年 11 月 .6 日，第 63 頁。  
739 惟亦有認為搭售行為之規範依據應為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所規定之「其他不

正當方法」。參閱呂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公平交易法解讀，元照出版公司，2000

年，第 89 頁。  
740 參閱楊宏暉，同註 78，民國 90 年 12 月，第 234 頁。  
741 584 F. 2d 54（5th Cir.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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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ner v. Blount National Bank一案中742，原告雖然為一普通之自然人而不具有

股東身分，法院仍許其得為反搭售訴訟之當事人743。 

具體而言，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下，金融機構所採行之銷售商品行為，如以非

從事營業活動之消費者為對象，雖不具備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所規定之要

件，但因金融機構相較於消費者或投資人，乃居於經濟上之優勢地位，故如消費

者或投資人受害人數眾多或受損金額龐大，在公平交易法之執行上，亦可能被認

為屬於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而構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之違反。舉例而言，如金融控股公司組織下之子銀行，以非事業之消費者

應一併向其購買人壽保險商品或信用保險作為提供房屋貸款之條件，而有指定保

險公司交易之情事，則除違反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外，尚有可能構

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惟如屬於金融商品之合理結合，而創新出諸如

人壽保險金信託等新金融商品，自非濫用市場優勢或搭售行為。 

第四款  搭售行為之違法要件 

至於違法搭售行為之判斷，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執法實務，則應具備

下列要件：（一）出賣人之主要商品必須具有相當程度之市場力。（二）有無妨

礙所搭售商品之市場競爭。（三）是否具有正當理由。至於是否構成不正當之限

制，則應縱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

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744。由此可知，我國對於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第六款有關違法搭售行為之認定，原則上是採「合理原則」分析。 

相對地，美國對於違法搭售行為之認定，長期以來皆採「當然違法」原則。

至於美國對於違法搭售行為之認定，早期見解多認為原告有責任證明兩個不同產

品間有連繫關係（tie）之存在，而連繫關係必須係因賣方在市場上之經濟力量所

                                                 
742 578 F. 2d 1192（6th Cir 1978） . 
743 See Daniel Aronowitz, Retracing the Antitrust Roots of Section 1972 of 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44 Vanderbilt Law Review 865, 884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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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且原告必須證明其本身並無意願購買該項產品。其後，法院建立三項證明

違法搭售之要件：(一)證明兩個不同產品之存在。(二)賣方脅迫買方購買搭售產

品或不得購買其他競爭者所提供之產品。(三)因為此脅迫行為，造成在搭售產品

市場排除競爭之效果。法院並表示，若缺乏強迫購買之要件（coercive purchase 

requirement），即難以認定存在搭售行為745。美國最高法院於Fortner Enterprises 

v.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Fortner I)一案中746，並確立授信（credit）得為搭售之

對象。在此案中，原告主張搭售安排之行為涉及授信時，須與涉及金融商品以外

一般商品之搭售安排行為，在法律上採取相異之處理方式，惟並未被法院所接

受。當一方有足夠之經濟力量排除搭售商品之市場競爭，且實質地（not 

insubstantial）影響州際間商業行為時，法院認為該行為在本質上（per se）即為

違法747。另應注意者，鑑於銀行體系在國家經濟體之重要性，美國國會在一九七

○年修正「銀行控股公司法」時，曾制定「反搭售條款」，以避免銀行濫用其過

度集中之市場力量。基本上，要構成「銀行控股公司法」反搭售條款之違反，原

告必須證明下列五項要件：(一)在二個金融商品或服務間存在搭售安排。(二)搭

售行為違反競爭原則。(三)銀行因此獲有利益。(四)相對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五)

搭售行為並非為一般商業行為所必須，亦非屬傳統例外之情形748。其中，有關違

反競爭原則一點，實有詳為探討之必要。蓋基於休曼法第一條之規定，原告必須

證明搭售行為具有下列反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一)被告對於搭售

產品擁有市場力量，藉此強迫相對人購買搭售產品。(二)相當數量之商業機會因

此而被排除。國會在制定「銀行控股公司法」時，認為一般情況下，銀行業在從

                                                                                                                                            
744 參閱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745 See Richard Kelly, The Second Circuit Review -- 1981-1982 Term: Antitrust: The 

Second Circuit Sees Double in Construing Tying Arrangements, 49 Brooklyn Law Review 

713, 718-720, 725-726 (1983). 
746 394 U. S. 495（1969） . 
747 See Daniel Aronowitz, supra note 102, at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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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搭售行為時，所涉及之金額皆不足以大到需要以昂貴及耗時之反托拉斯訴訟來

救濟；且國會亦懷疑消費者是否有足夠能力來舉證銀行之搭售行為將對市場競爭

秩序產生影響。基於「銀行控股公司法」之規定，原告不須證明搭售行為具有反

競爭效果，只須證明存在反競爭行為（anti-competitive practice）即可。申言之，

原告只須證明搭售行為具有下列反競爭本質，即履行其舉證責任：(一)原告必須

證明銀行在對其授信時，同時以進行其他之交易為條件而為搭售。(二)貸款及交

易之強制性搭售，具有反競爭的本質（nature）。要確認據備反競爭本質，原告

僅須證明搭售行為具有反競爭之意圖或具有造成減少競爭之可能性即可749。 

惟在Rae v. Union Bank一案750，法院則進一步斟酌「反搭售條款」之立法意

旨，降低美國法律整編第二十二章第 1972 條之認定標準，而僅課予原告必須證

明下列三要件：(一)銀行在兩商品或服務之間進行搭售。(二)搭售並非正常交易

行為之過程中所產生，且並不在反搭售條款所規定之例外內。(三)銀行因搭售而

獲利。亦即，原告不須證明銀行具有市場力量或有槓桿作用及限制競爭之情形，

亦得認為銀行構成違法之搭售行為751。 

第五款  自願性搭售之陷井 

一般而言，反搭售規範（antitying rule）之目的，旨在保護消費者免於被迫

接受銀行以購買銀行其他金融商品，作為獲得授信之附加條件，故如將反搭售規

範過度地擴大適用，可能剝奪消費者藉由金融商品組合之購買，以減少其成本支

出之機會。從美國司法實務之角度來看，銀行業之搭售行為比起非金融業之搭售

行為而言，其監督似較為嚴格，舉例而言，若銀行被控告搭售時，大多數法院並

不要求原告必須證明銀行擁有獨占性之市場經濟力量；且銀行一直因為消費者

                                                                                                                                            
748 See Christian A. Johnson, Banking, Antitrust, and Derivatives: Untying the Antitying 

Restrictions, 49 Buffalo Law Review 1, 19-21 (2001). 
749 See Ibid, at 32-35. 
750 725 F. 2d 478（9th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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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搭售（voluntary tie）」之行為而受到責難。惟從經濟分析之觀點，或可

認為搭售安排可透過購買集合商品（joint product）及相關金融商品，而減少交

易成本（transactions costs）、監控成本（monitoring costs）及有效分配買賣雙方

之風險分擔，乃至於可依據消費者個人需求與財務狀況（financial position）而為

不同規劃。此外，消費者對於個別金融商品之需求可能過小，以至於無法滿足金

融機構之利潤需求。故從經濟學之角度而言，允許搭售行為之存在，對於金融機

構與消費者雙方均屬有利。有鑑於此，美國金融主管機關在某方面亦承認，並非

所有搭售安排皆應禁止，例如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基於有利於消費者之前提，已

允許銀行機構得就貸款、存款及證券經紀服務，對於購買第二項以上商品之消費

者，給予費用上之折扣（discount on fees）752。 

事實上，就金控集團之搭售行為規範而言，最值重視者，則有可能並非形諸

於表面、文字、公開之強制性搭售，反而應該著重於實質上、隱藏性之消費者「自

願性搭售」（voluntary tying arrangement）規範。由於消費者之心態上難以避免

存在，若與銀行有其他金融關係上往來（例如存款、信用卡等）時，將可獲得更

優惠的授信條件之想法；且消費者之想法亦並非無所據，因為金融實務上，銀行

亦常在作授信評估時，將該消費者是否於該行設有一定金額以上之存款帳戶、是

否使用該銀行發行之信用卡或其往來信用是否良好等因素，列入是否給予授信及

授信額度多寡之考量範圍，如此一來，極易形成消費者為取得授信，而自願性搭

售該銀行之其他金融商品，造成實質上變相之不公平搭售行為。自願性搭售行為

在金控集團得為共同行銷或金融業務範圍擴大之後，其影響將成等比級數之迅速

放大；相較於以往消費者只會在單一銀行之業務範圍內，考慮一併購買何項金融

商品，以獲得更優惠之授信條件，今後由於金控集團之形成，金融業務範圍之擴

                                                                                                                                            
751 See Daniel Aronowitz, supra note 102, at 878. 
752 See Helen A. Garten, F. Hodge O'neal, Corporate and Securities Law Symposium: The 

Moderniz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Legislation: Article: The Consumeriz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77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287, 312-31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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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費者必然會考慮如何在同一金控集團之銀行、保險公司、證券商、期貨商、

信託公司、票券金融公司，搭配購買其業務範圍內之金融商品，甚至須同時購買

多少項金融商品，才可使其獲得優惠之授信條件。至於，在金融控股公司法允許

子公司間進行共同行銷之後，不免更加地促使消費者將更順理成章地有自願性搭

售之想法，或者說是半推半就地接受金控集團之安排。 

有鑑於此，未來如何精緻化「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之規範內

容，乃至於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金控集團之行為規範，以避免金控集團

濫用其具優勢性或專業性之經濟地位，引導消費者或投資人掉入「自願性搭售」

之陷井，則為未來金融控股公司法及公平交易法在實踐上所應重視之課題。 

第三項  銷廣告與不實廣告規範 

企業為向投資人傳遞商品資訊，達到銷售商品之目的，通常在運用促銷策略

（promotion policy）時，通常會採取廣告、銷售人員、促銷、公關（口耳相傳）、

直效行銷（direct marketing）等工具。其中，直效行銷主要包括提供目錄、郵寄

廣告、語音郵件、傳真郵件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客戶告知商品或服務之存在，

廣義上亦屬廣告之範圍。質言之，廣告與直效行銷皆為不透過人為介入之單方面

溝通，以傳遞涵蓋範圍大、統一性之情報或資訊，而與銷售人員是直接面對客戶

進行雙面溝通，有所不同。問題在於，廣告行銷雖為一般企業經常採取之行銷策

略，我國公平交易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並設有不實廣告之規範，以確保廣告之真實

性753，但就金融機構之投資廣告而言，因具有投資性之金融商品如有虛偽或不

實，不僅將損及投資大眾之權益，亦將破壞金融市場之安定，故金融法令通常皆

對於金融機構所為之投資廣告，設有特別之管制規定。 

基本上，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均應遵守「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

                                                 
753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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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規定，而不得為誤導性、誇大性或不實性之宣傳或廣告行為754。惟由於

即使金控集團違反「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之規定，金融控股公司

法並未設有行政罰規定，因此如金控集團為誤導性、誇大性或不實性之行銷廣

告，則應依公平交易法及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廣告規範，負其法律責任。 

此外，我國相關金融業法對於金融機構之投資廣告，僅於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管理規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理規則、期貨交易法、期貨商管理規則及保險業

管理辦法等行政規則之相關規定，對於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期貨商、期貨經理事業及保險業，設有特別規定，至於證券商、銀行業、信託業

或票券金融業，相關金融業法中並未特設規範。首先，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而言，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原則上並不禁止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事投資廣告，而

僅對於詐欺性、不實性、不當比較、誇大性、保證性、招攬性、斷定性或其他不

法投資廣告之行為，設有禁止規定755。另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而言，因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管理規則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其人員，原則上不得有為虛偽、詐欺

                                                 
75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三條。  
755 蓋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事業務

廣告及公開舉辦證券投資分析活動，不得有下列行為：一、於傳播媒體提供證券投資分

析節目，違反前條規定。二、為招攬客戶，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式，誘使投資人參加

證券投資分析活動。三、對所提供證券投資服務之績效、內容或方法無任何證據時，於

廣告中表示較其他業者為優。四、於廣告中僅揭示對公司本身有利之事項，或有其他過

度宣傳之內容。五、未取得核准辦理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而為使人誤信其有辦理該項業

務之廣告。六、為保證獲利或負擔損失之表示。七、於傳播媒體從事投資分析之同時，

有招攬客戶之廣告行為。八、涉有利益衝突、詐欺、虛偽不實或意圖影響市場行情之行

為。九、涉有個股未來買賣價位研判，或直接推薦或勸誘投資個別股票。一○、對證券

市場之行情研判、市場分析及產業趨勢，未列研判依據。一一、以主力外圍、集團炒作、

內線消息或其他不正當或違反法令之內容，作為招攬之訴求及推介個別股票之依據。一

二、引用各種推薦書、感謝函、過去績效或其他易使人認為確可獲利之類似文字或表示。

一三、為推廣業務所製發之書面文件未列明公司登記名稱、地址、電話及營業執照字號。

一四、以業務人員或內部研究單位等非公司名義，舉辦證券投資分析活動或製發書面文

件。一五、違反同業公會訂定之自律規範。前項第十五款之自律規範，由同業公會擬訂，

申報證期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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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宣傳或營業促銷活動，或於公開場所或傳播媒體，對個別

股票之買賣進行推介，或對個別股票未來之價位作研判預測756。故解釋上亦可認

為是對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所從事之投資廣告行為，設有間接性規定。至於如有違

反者，主管機關則得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人員採取行政

處分757。問題在於，所謂於傳播媒體提供證券投資分析節目違反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管理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乃至於於廣告中有其他過度宣傳之內容，在具體認

定上，均頗為困難。此外，投資廣告本具有吸引投資人注意，並進而引誘客戶與

其交易之效果，故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七款所稱「於傳播媒

體從事投資分析之同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行為」，在實務上如何執行，亦頗具

爭議。 

其次，期貨商或期貨經理業之負責人、業務員或其他從業人員，亦不得為誇

大、偏頗之宣傳或散布不實資訊758。雖未直接規範期貨商之投資廣告行為，但因

明定期貨商不得為誇大偏頗之宣傳行為，故解釋上期貨商所為之宣傳廣告，自不

得有誇大性、偏頗性之情事。惟應注意者，期貨商管理規則更具體列舉期貨商不

得為不實性、誤導性、獲利性、不當比較、誇大性、偏頗性或其他不當之投資廣

告行為759。至於如違反期貨交易法及相關子法所規定之廣告規範，則有受刑事罰

或行政罰之規定760。惟所謂誤導、誇大或偏頗之廣告，並無具體之判定標準，較

諸不實或保證獲利之廣告，在實務認定上頗為困難。 

再者，保險業經營業務或招聘人員不得有誇大不實或引人錯務之廣告及宣傳

761。亦即，就保險業之投資廣告行為，設有原則性規範。又保險業藉由保險業務

員從事保險招攬之行為時，亦不得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不實之宣

                                                 
756 參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九款。  
757 參閱證券交易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五十六條及第六十六條。  
758 參閱期貨交易法第六十三條第六款、第八十八條。  
759 參閱期貨商管理規則第七條。 
760 參閱期貨交易法第一百十六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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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廣告或其他不當之方法為招攬762。至於如違反保險業之廣告規範，主管機關

並得科處行政罰鍰763。應注意者，保險業管理辦法及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並未將

「誇大」與「不實」予以區分，而是合併使用「誇大不實」之文字，顯與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理規則、期貨交易法及期貨商管理規

則之條文用語，顯不相同。 

應強調者，公平交易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中之廣告規範764，不論是證券商、銀

行業、信託業或票券金融業，乃至於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期

貨商、期貨經理事業或保險業，仍有其適用。再者，對於期貨商及期貨經理事業

所為之誇大性、偏頗性投資廣告，期貨交易法雖以刑事處罰相繩，但證券交易法

對於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則僅科以行政處罰，兩者明顯為不同之

法律評價。至於如金控集團所屬之金融機構有為誇大或不實之投資廣告，如同時

違反相關金融業法及公平交易法之規定，則應探究其規範目的及範圍是否相同，

如構成法律競合時，原則上應先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765，決定其優先適用順

位。當然解釋上，其他諸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及「狹義

法優於廣義法」等法律適用原則，就具體個案判定時，亦可參酌適用766。 

第四項  說明義務與欺罔行為規範 

我國現行法制上有關金融機構於銷售金融商品時，應對投資人或消費者應負

有說明義務之規定，早期僅是針對證券商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等證券業而設。惟

觀諸其規範內容，僅是分別規定於證券商管理規則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

等授權立法中，而非於證券交易法中明文規定。具體而言，除要求證券業於與投

                                                                                                                                            
761 參閱保險業管理辦法第六條。  
762 參閱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五款。  
763 參閱保險法第一百七十條。  
764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765 參閱公平交易法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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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或消費者簽訂契約或向其銷售證券商品時，應向投資人或消費者說明投資風

險、提供資料、解說契約內容或交易程序外767，亦規定不得對投資人或消費者為

市場詐欺行為768。 

另鑑於期貨商品之投資風險，顯然高於其他金融商品，期貨交易法則在法律

位階層次，明揭期貨商對期貨交易人之法定說明義務769。又期貨經理事業接受特

定人委任經理期貨交易時，亦應依主管機關所規定記載事項及格式，於委任前告

知各種期貨交易之性質及可能之風險、交付風險預告書，並與客戶簽訂書面委任

契約770，以善盡其說明義務。另我國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二十一日所制定之信託

業法，亦於法律位階之層次，明定信託業不得從事市場詐欺行為771，並明定信託

業不得承諾擔保本金或最低收益率，期使委託人能夠知悉信託財產之風險所在

772。 

其後，財政部並於民國八十八年八月三十一日發布「銀行辦理指定用途信託

資金業務應客戶要求推介外國有價證券作業要點」773，規定銀行辦理指定用途信

託資金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所從事之推介行為，應於客戶提出要求後，依誠信、謹

慎原則辦理，且不得向客戶收取費用。此外，不僅應明確告知或標示所採用之資

料係屬預測性質，所引用之資訊不得有不實、虛偽、隱匿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同時亦不得對所推介之有價證券為特定結果之保證或對有價證券之交易價格為

斷定性之判斷。至於保險業藉由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之行為時，依保險業務

員管理規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亦不得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

                                                                                                                                            
766 參閱賴源河編審，同註 22，第 506 頁。  
767 參閱期貨交易法第六十五條；證券商管理規則第三十三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第四

十條。 
768 參閱證券商管理規則第三十七條第四款。 
769 參閱期貨商管理規則第二十八條。  
770 參閱期貨交易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771 參閱信託業法於第二十三條。  
772 參閱信託業法第三十一條。  

 329



 

事項為不實之說明或不為說明。 

另金融控股公司法亦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於經營

業務或商品時，應向客戶揭露該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業務或商

品有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774，其有違反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775。申言之，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不論其為銀行業、

信託業、票券金融業、證券業、期貨業或保險業，於銷售金融商品時，均應向客

戶揭露該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業務或商品有無受存款保險之保

障，而於法律位階之層次明定金融機構之說明義務776。由此可知，因金融控股公

司法乃於法律明定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負有說明義務，故在法律適用上，應優

先適用於證券商管理規則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理規則等授權立法。至於期貨商

及期貨經理事業之說明義務，因是直接規定於期貨交易法中，故在法律適用上，

則有法律競合之問題。 

問題在於，我國於諸多金融法令中，雖明定金融機構於銷售金融商品時，應

負有說明義務，藉以保護投資人或消費者之權益，其有違反者，主管機關並得為

行政處分或科處罰鍰777，乃至於負有刑事責任778。惟事實上，由於上開金融法

令未皆有明定違反說明義務之民事賠償責任，故投資人或消費者如何尋求民事救

濟，誠有疑義。具體而言，信託業如向投資人為詐欺性銷售779，致信託商品之投

資人受有損害，因信託業法已明文規定信託業應負責之董事及主管人員應與信託

                                                                                                                                            
773 參閱財政部民國 88 年 8 月 31 日台財融第 88743985 號函。  
774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  
775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六十三條。  
776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十條。  
777 參閱證券交易法第六十六條、第十八條之一；期貨交易法第一百十九條；信託業法

第五十四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六十三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一百十五條等規定。 
778 參閱我國信託業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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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連帶負損害賠償之責780，故投資人得向信託業及其相關負責人請求損害賠償。

惟其他金融機構銷售金融商品時，如違反證券管理法令、期貨交易法、金融資產

證券化條例或其他自律規範，雖可能受到主管機關之行政處罰，但能否請求民事

賠償，則完全未設規定。除此之外，財政部雖對於銀行業曾發布「銀行辦理指定

用途信託資金業務應客戶要求推介外國有價證券作業要點」，但其規範目的畢竟

僅適用於銀行推介客戶投資外國有價證券，並不能適用於銀行所有之商品銷售行

為，因此我國銀行法就銀行說明義務之規範，亦可謂付諸闕如。理論上，如相關

金融業法未就金融機構未善盡其說明義務之情事，特設民事責任之規定，則僅能

回歸適用民法有關侵權行為或債務不履行之規定，以判定金融機構是否應負民事

賠償責任。 

至於金控集團所屬之金融機構於銷售金融商品時，如未善盡其說明義

務，乃至於刻意隱匿投資資訊時，是否構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所

規定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則必須就金融機構違反說明義務之具體

情況，依個案分別認定之。又雖然金融控股公司本身不得直接從事金

融業務，但仍有因維持本身運作之需要，而與交易相對人為交易之可

能性。因此如金融控股公司使用欺騙或隱瞞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

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則亦可能構成欺罔行為。又金融控股公司如挾

其控制整體金控集團之優勢地位，而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妨礙

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或交易條款，則仍可能構成顯失公平行

為。又金控集團所屬之金融機構如因未善盡說明義務，而同時違反相

關金融業法及公平交易法之規定時，原則上應先依「重法優於輕法」

原則，決定其優先適用順位，並輔以其他諸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後法優於前法」及「狹義法優於廣義法」等法律適用原則，就具體

                                                                                                                                            
779 參閱信託業法第二十三條。  
780 參閱信託業法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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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別判定。  

 

第四節  金控集團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處罰對象 

 

基本上，由於金融控股公司之業務範圍僅限於投資及管理781，而不得實際從

事金融業務，故並未於特定市場從事競爭行為，理論上僅金融控股公司與其他金

融機構有為事業結合，而違反事前申報義務或為違法之事業結合者，始較有成為

公平交易法處罰對象之可能性。惟事實上，金融控股公司雖未直接為金融業務，

但仍可能利用其獨占地位設置市場進入障礙或為掠奪性定價，乃至於利用其市場

優勢地位為間接杯葛、促使他事業不為價格競爭或參與結合或聯合行為等，故亦

當然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行為主體。此外，由於金融控股公司對其子公

司具有完全之控制力，故如能認定其子公司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或不公平競爭行

為，是由金融控股公司所指揮控制，則金融控股公司當然仍可能成為公平交易法

之處罰對象。例如就金控集團之共同行銷而言，如金融控股公司就由其子公司通

賣或協賣之金融商品為不實廣告，則仍可能構成不實廣告之行為主體。相對地，

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既直接從事金融業務，則其如有限制競爭行為或不公平競

爭行為，當然成為公平交易法之處罰對象。 

    有疑義者，如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如有共同違反公平交易法之情事者，

則究應一併處罰或擇一處罰，較為妥當？依管窺之見，如能證明是由金融控股公

司與其子公司共同所為，似應一併列為處罰之對象。 

 

第五節  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草案之研析 

 

                                                 
781 參閱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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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研訂規範說明之必要性 

    由於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行為類型，不僅其違法判定標準具有抽象性，且設

有概括性條款及不確定法律概念，必須運用法解釋學、經濟分析及統計分析等方

法，予以價值補充，以確保其解釋之公正性及透明性，因此如能訂定「公平交易

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將可使金融控股公司知所行止，同時作為行政院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相關案件之參考。 

    此外，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函令頒訂「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業經營行為之

規範說明」782，雖亦將金融控股公司列為金融業之範圍，惟查金融控股公司之業

務範圍以投資及管理為限，嚴格而言並非經營經融業務之金融業。因此，如能針

對金融控股公司研訂「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將有助於金融控

股公司之遵法經營。 

第二項  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建議草案 

一、背景說明 

金融控股公司之業務限於「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其本身不得

從事金融業務或其他商業。首先，如就金融控股公司之投資業務而言，其投資標

的大體上可分為下列四類：（一）金融相關事業。（二）非金融相關事業。（三）

自用不動產。（四）短期資金運用。其中，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融控股公司所

得投資之金融相關事業，除銀行業、票券業、信用卡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

業、期貨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金融業務相關之事業外，尚括創業投資事業

及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金融機構。至於所稱銀行業，包括商業銀行、專業

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所稱保險業，包括財產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再保險公司、

保險代理人及經紀人；所稱證券業，包括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及證券金融事業；所稱期貨業，包括期貨商、槓桿交易商、期貨信託事

                                                 
78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民國 91 年 11 月 6 日公壹字第 0910010855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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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期貨經理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其次，如以金融控股公司對被投資事業之管

理而言，因金融控股公司並未經營任何金融業務或商業活動，其績效主要來自於

被投資事業之經營績效及短期資金之運用績效，故舉凡為達成該項目標，而對於

被投資事業之生產、行銷、財務、人事、研發等部門，所從事之計劃、組織、用

人、指導及控制等管理活動，均屬於金融控股公司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業務。 

雖然金融控股公司並未直接經營金融業務，但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之事業結

合，如構成公平交易法事業結合管制之門檻時，亦有予以事前監督之必要。此外，

金融控股公司藉其對子公司之管理及控制，亦有可能促使或迫使其子公司之交易

相對人為錯誤之決定或進行非自願性交易，而從事限制競爭行為或不公平競爭行

為，除可能侵害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外，亦可

能具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而危及相關金融市場之正常發展。至於金融控股

公司雖應遵守財政部所核定之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但仍不得據以

為排除適用公平交易法之理由。鑑於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在於維護交易秩序與

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及繁榮，同時冀望金融控股公司均能

瞭解公平交易法之相關規範，本會爰於現行法律架構下，訂定本規範說明，俾使

金融控股公司知所行止，同時作為本會處理相關案件之參考。 

二、名詞定義 

本規範說明所稱「金融控股公司」，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二款所規定

對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股，並依金融控股公司法設立之公司。

所稱「控制性持股」，指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一款所規定持有一銀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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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稱「共同行銷」，

指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第二條第一款所規定由同一金融控股公司

之各子公司間，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共同使用客戶資料、共用營業設備、場所

及人員或提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者。所稱「金融機構」，指金融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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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四條第三款所規定之金融機構。所稱「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指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第二項所規定之銀行業、票券業、信用卡業、信託業、

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創業投資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金融機構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金融業務相關之事業。 

三、金融控股公司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 

（一）事業結合 

1.事業結合規範 

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

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

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

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

一者。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與結

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

者。」又關於金融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

全部具控制性持股子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總額核認之。復按同法第十

一條之一規定：「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下列情形不適用之：一、參與結

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

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三、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

可獨立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四、事業依

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收回

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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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管制係採「事前申報異議制」，乃針對一定

規模之事業結合，除第十一條之一不適用情行形外，課以事前申報之義務。

亦即由事業題出申報後，再由本會依據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審查

事業所提出之結合申報，如本會未於一定期間提出異議者，該結合案件即

可執行。 

    2.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案件 

依金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三條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

有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於結

合前依本辦法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報。前項規定於公平交易法第

十一條之一情形不適用之。金融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認定，

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額核認。」故金

融控股公司之設立符合公平交易法所稱之結合行為者，應於金融主管機關許

可後，向本會提出申報。 

    3.金融控股公司間之事業結合案件 

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規定：「金融控股公司經金融主管機關許可者

後，得與下列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並準用金融機構合併法第

六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六條至第十八條等規定：（一）金融控股公司。

（二）具有第四條第一款之控制性持股，並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條件之既

存公司」。如金融控股公司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之規定，與他金融控

股公司或他既存公司為合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時，如符合公平交易法所

稱之結合行為，應先向本會提出申報。但因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九條規定：

「金融控股公司有下列情形之一，且金融控股公司或其銀行子公司、保險子

公司或證券子公司發生財務或業務狀況顯著惡化，不能支付其債務或調整後

淨值為負數，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理之必要，對金融市場公平競爭無重

大不利影響者，免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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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申請許可：（一）與前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公司為合併、

概括讓與、概括承受者。（二）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其有表決權股份達

三分之一以上者。（三）由金融機構轉換設立者。」故金融控股公司間或與

他金融機構之結合案件，如又符合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九條之要件，得免向

本會提出申報。 

    4.金融控股公司與他金融相關事業之結合案件 

金融控股公司如以股份轉換之方式，使他金融機構轉換為其子公司者，

如符合公平交易法所稱之結合行為，應先向本會提出申報。 

（二）違法搭售行為 

1.搭售行為之規範 

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六、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至於違法搭售行為之判斷，則應具

備下列要件：（一）出賣人之主要商品必須具有相當程度之市場力。（二）

有無妨礙所搭售商品之市場競爭。（三）是否具有正當理由。至於是否構成

不正當之限制，則應縱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亦即，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第六款有關違法搭售行為之認定，原則上是採「合理原則」分析。至於

如金融機構係對一般消費者或投資人所為之搭售限制，雖不符合第十九條第

六款之要件，但仍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 

2.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可能涉及搭售行為之態樣 

同一金融控股公司之各子公司間雖得為共同行銷，而從事共同業務推廣

行為、共同使用客戶資料、共用營業設備、場所及人員或提供跨業之綜合性

金融商品或服務，但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不得強制其交易相對人，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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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投資或接受其本身或其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作為授信或提供其他金融

商品或服務之必要條件，而為強迫性搭售行為，否則即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十九條第六款或第二十四條之虞。此外，金融控股公司於為金融商品之組合

設計時，應特別注意是否可能導致其子公司為金融商品之銷售時，構成違反

公平交易法之搭售行為。 

（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行為 

    1.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行為之規範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

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不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前二項規定於事業

之服務準用之。廣告代理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

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

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連帶損

害賠償責任。」亦即禁止事業在商品、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對於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以避免因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造成公眾錯誤之認識及決策。又本項商品或服

務之廣告規範，不因交易相對人已具備專業知識或得事先查證廣告內容而有

不同。 

    2.金融控股公司可能涉及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行為之態樣 

        金融控股公司本身雖不得直接從事金融業務，但仍可能為促銷其子公司

所銷售或提供之金融商品或服務，而獨自或與其子公司共同為廣告行為。例

如為整體金控集團而為促銷方案，並未告知消費者獲得贈品之限制條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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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所提出之優惠方案，並未言明其資格限制，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之虞。 

（四）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1.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之規範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

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其係不公平競爭行為之概

括規定，舉凡具有不公平競爭本質之行為，如無法依公平交易法其他條文加

以規範者，則可檢視有無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2.金融控股公司可能涉及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之態樣 

        雖然金融控股公司本身不得直接從事金融業務，但仍有因維持本身運作

之需要，而與交易相對人為交易之可能性。因此如金融控股公司使用欺騙或

隱瞞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則可能構成欺罔行為。

又如金融控股公司挾其控制整體金控集團之優勢地位，而對交易相對人為不

當壓抑，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或交易條款，則可能構成顯失公

平行為。 

四、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金融業者，仍應遵守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所頒訂

之「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業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 

五、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與法律責任 

（一）對於違反結合申報義務或未達本會所定異議期間則逕予結合者，或申報

後經本會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者，或未履行本會對結合所附加之負擔

者，本會得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三條規定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

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

之處分，並得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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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對於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者，依同法第三十六條規

定，經本會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

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或停止後

再為相同或類似違反行為者，行為人將可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罰金。 

（三）本會對於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之事業，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得限期

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

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

次連續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行為或

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止。 

（四）事業如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規定，除依法負刑事或行政責任外，尚必須依

同法第五章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六、本規範說明，僅係例示若干金融控股公司可能牴觸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加

以說明，容或有未盡周延之處，本會將隨時補充修正，個案處理仍必須就具

體事證加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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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於整理分析美國、日本、歐洲聯盟、德國及英國之金融體制及競爭法

制後，發現各國競爭法對於金控集團或金融機構之規範態度，隨其經濟社會之發

展及文化差異，雖存有某程度之不同，但金控集團及金融機構必須遵守競爭法之

理念則並無二致。 

另觀諸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發展及業務現況，實務上雖已普遍存在共同行銷

或整合行銷金融商品之現象，但金融商品之組合設計並非即構成搭售行為。蓋從

搭售行為之定義而言，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則必須至少存在二種可

分之商品，且須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

商品或被搭售商品。至於是否存在兩種可分之商品或服務，則必須考慮下列五項

因素：（一）同類產業之交易習慣。（二）該二商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有效用價

值。（三）該二商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四）出賣人是否

對該二商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五）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商品或服務。

例如金融機構為授信行為時，要求消費者購買該金控集團所銷售之衍生性避險商

品、強制汽機車責任險、火險、地震險或其他金融商品，即構成搭售行為之要件。

至於金融商品之組合設計，並非皆屬於二項商品之結合，亦不乏僅為單一金融商

品，而附加其他金融工具者。例如指數型房貸及指數型信貸，因利率指數本身僅

為一參考指標，並非獨立之金融商品，因此僅為浮動利率房貸之一種變型。此外，

利用信託架構進行其他金融商品之投資，亦僅為一種信託商品。又如結合二種以

上金融商品之商品組合，如金融機構未明示或默示投資人或消費者必須同時購

買，而無法單獨購買其中一項金融商品，自亦不構成搭售行為。 

此外，在金控集團之事業結合規範上，未來尚應注意金控集團之第二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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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否將形成金融怪獸，而使金融市場發生過度集中之現象。 

 

第二節  建議 

 

首先，就金融控股公司法有關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及金控集團

之事業結合規範而言，因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已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故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應參照公平交易法之最新發展，予以修

正。 

此外，鑑於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行為類型，不僅其違法判定標準具有抽象

性，且設有概括性條款及不確定法律概念，必須運用法解釋學、經濟分析及統計

分析等方法，予以價值補充，以確保其解釋之公正性及透明性。因此，如能針對

金融控股公司研訂「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將有助於金融控股

公司之遵法經營，使金融控股公司知所行止，同時作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

理相關案件之參考。茲就「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建議草案」之重

要內容，簡要整理如下。 

第一，雖然金融控股公司並未直接經營金融業務，但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之事

業結合，如構成公平交易法事業結合管制之門檻時，亦有予以事前監督之必要。

例如金融控股公司設立案件、金融控股公司間之事業結合案件及金融控股公司與

他金融相關事業之結合案件，如符合公平交易法所稱之結合行為者，均應先向本

會提出申報。 

第二，金融控股公司藉其對子公司之管理及控制，亦有可能促使或迫使其子

公司之交易相對人為錯誤之決定或進行非自願性交易，而從事限制競爭行為或不

公平競爭行為，除可能侵害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

爭外，亦可能具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而危及相關金融市場之正常發展。至

於金融控股公司雖應遵守財政部所核定之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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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不得據以為排除適用公平交易法之理由。例如同一金融控股公司之各子公司間

雖得為共同行銷，而從事共同業務推廣行為、共同使用客戶資料、共用營業設備、

場所及人員或提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但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仍不

得強制客戶與其他子公司簽訂契約，以購買其商品或服務作為授信或提供服務之

必要條件，而得為強迫性搭售行為，否則即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或

第二十四條之虞。因此，金融控股公司於為金融商品之組合設計時，應特別注意

是否可能導致其子公司為金融商品之銷售時，構成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強制性搭

售。 

第三，金融控股公司亦可能為促銷其子公司所銷售或提供之金融商品或服

務，而獨自或與其子公司共同為廣告行為。例如為整體金控集團而為促銷方案，

並未告知消費者獲得贈品之限制條件，或對於其所提出之優惠方案，並未言明其

資格限制，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虞。 

第四，由於金融控股公司仍有因維持本身運作之需要，而與交易相對人為交

易之可能性，故如金融控股公司使用欺騙或隱瞞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

對人與其交易，則可能構成欺罔行為。又如金融控股公司挾其控制整體金控集團

之優勢地位，而對交易相對人為不當壓抑，妨礙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或

交易條款，則可能構成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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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金融控股公司、金融改革、解除管制、事業結合、共同行銷、搭售行為、

強制性搭售、自願性搭售、不實廣告、欺罔行為 

 

近年來為因應金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國際趨勢，我國進行一連串之金融改革。

其中，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制定之金融控股公司法，除引進金融控股公司組織

之跨業經營模式外，並明文規定金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得為業務

或交易行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以

共同行銷方式提供跨業之綜合性金融商品或服務，提升經營效率。 

問題在於，由於金融控股公司法對於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金融控股公司之合併（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十

九條）及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共同行銷（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

四十八條），均設有相關規範，其與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關係為何，乃至於公平交

易法如何適用於金控集團之組織再造活動及共同行銷行為，不僅涉及法律適用上

之疑義，亦牽涉金融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衝突與調和問題。 

就金融控股公司法有關金融機構轉換設立為金融控股公司及金融控股公司

合併之相關規範而言，因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已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故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九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似有參照公平交易法之最新發展，予以

檢討修正之必要。另外，金控集團於從事共同行銷時，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之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經營業務或商品

時，應向客戶揭露該業務之重要內容及交易風險，並註明該業務或商品有無受存

款保險之保障。」必須盡其說明義務。另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

規定：「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進行共同行銷時，其營業場所

及人員應予區分，並明確標示之。但該銀行子公司之人員符合從事其他子公司之

業務或商品所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者，不在此限。」可知金控集團於從事共同行銷

時，原則上亦應明確標示及區分營業場所及人員。惟一旦金控集團得從事共同行

銷，因金融機構具有專業上、資訊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難免發生濫用權力之

情事，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前項業務或交易行

為、共同業務推廣行為、資訊交互運用或共用營業設備或營業場所之方式，應由

各相關同業公會共同訂定自律規範，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前項自律規範，

不得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事。」期能透過由金融機構自行制定「金融控

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律規範」之方式，建立更精緻及具體之行為規範。問題在於，

鑑於金融控股公司法已明定金控集團得從事共同行銷，則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

六款或第二十四條所禁止之搭售行為（tying arrangement）或促銷搭售（promoting 
tie），對於共同行銷行為究應如何妥當適用，實宜參考美國、日本及歐洲聯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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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模式及執法實務，進一步加以釐清。另有疑義者，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

條及第四十八條有關共同行銷之規定，其適用對象雖僅限於金控集團，惟其他非

屬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是否亦得進行共同行銷，並非毫無疑義。有鑑於此，似應

分別從金融政策及競爭政策之角度，思考其規範方向，以免造成金融集團與非屬

金控集團之金融機構間之不公平競爭。 

基此，本研究首先整理美國、日本、歐洲聯盟對於金融股股公司採採行之立

法規範，並整理較具代表性之案例，發現各國競爭法對於金控集團或金融機構之

規範態度，隨其經濟社會之發展及文化差異，雖存有某程度之不同，但金控集團

及金融機構必須遵守競爭法之理念則並無二致。 

其次，則分析我國金融控股公司之發展及業務現況，乃至於金融商品共同行

銷、整合行銷或商品組合之實務狀況，以掌握金融市場之實情。觀諸我國金融控

股公司之發展及業務現況，實務上雖已普遍存在共同行銷或整合行銷金融商品之

現象，但金融商品之組合設計並非即構行搭售行為。蓋從搭售行為之定義而言，

在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則必須至少存在二種可分之商品，且須明示或

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商品或被搭售商品。至

於是否存在兩種可分之商品或服務，則必須考慮下列五項因素：（一）同類產業

之交易習慣。（二）該二商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有效用價值。（三）該二商品或

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四）出賣人是否對該二商品或服務分別

指定價錢。（五）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商品或服務。。例如金融機構為授

信行為時，要求消費者購買該金控集團所銷售之衍生性避險商品、強制汽機車責

任險、火險、地震險或其他金融商品，即構成搭售行為之要件。至於金融商品之

組合設計，並非皆屬於二項商品之結合，亦不乏僅為單一金融商品，而附加其他

金融工具者。例如指數型房貸及指數型信貸，因利率指數本身僅為一參考指標，

並非獨立之金融商品，因此僅為浮動利率房貸之一種變型。此外，利用信託架構

進行其他金融商品之投資，亦僅為一種信託商品。又如結合二種以上金融商品之

商品組合，如金融機構未明示或默示投資人或消費者必須同時購買，而無法單獨

購買其中一項金融商品，自亦不構成搭售行為。 

最後，則以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及執法現況為基礎，並透過比較法制之觀

察，研擬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控股公司規範說明草案，以供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之執法或政策參考。此外，在金控集團之事業結合規範上，未來尚應注意金控集

團之第二波整合，是否將形成金融怪獸，而使金融市場發生過度集中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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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inancial innovation, deregulation, merger 

control, cross selling, tying arrangement, voluntary tie, compulsory tie,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cheating conduct.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Law（hereinafter called “FHCL”） encourag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ntegrate, diversify services, and enlarge economies of scale. 
In addition, it allows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and their 
ownership of such subsidaries as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securities firms, and 
other finance-related institutions. Cross sell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ll 
be allowed under the financial group structure. In addition, information , personnels, 
and equipment may also be shared under the same roof. However, the conflict of 
application and execution between Fair Trade Law（hereinafter called FTL） and 
FHCL shall result from promulgating the convert establishment, merger control and 
cross selling of financial group in FHCL. 

Prat I of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regulatory fundamentals. Part II analyzes the most important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in foreign countries. Part 
III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financial folding company in 
Taiwan. Part IV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roduces the fresh innovations of financial policy. Besides, it illustrates the 
conflict of financ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predicts the harmonization 
mechanism shall be built up. Part IV also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FTL to financial 
group, and untertakes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the disputes 
herefrom, and analyzes the punitory target, in case of the breach of law or regulation 
by financial group. Part VI provides a brief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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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金融集團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規範】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歐洲聯盟 
主管機關 1.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 
2.財政部 

1.公正取引委員

會。 
2.大藏省（財政

部）。 

1.反托拉斯局。

2.聯邦準備理事

會。 
3.金融管理局。

4.聯邦存款保險

公司。 
5.儲貸監理局 
6.證券管理委員

會。 
7.國家保險委員

總署。 

1.各會員國之金

融主管機關及

競爭政策主管

機關。 
2.歐洲聯盟「執

行委員會」。

競爭法規 1.公平交易法。 
2.金融控股公司

法。 
3.金融控股公司

結合案件審查

辦法。 

1.獨占禁止法。

2.關於私的獨占

及確保公平交

易之法律。  
3.關於公司的合

併等之審查事

務處理基準。

4.金融控股公司

整備法。 
5.銀行控股公司

創設特例法。

1. 克萊登法第七

條。 
2. HSR 法案。 

1.各國競爭法。

2.Council 
Regulation. 

結合程序 
或 

審查程序 

準用金融機構合

併法第六條、第

八條、第九條及

第十六條至第十

八條等規定。 

1.經營機關之決

策程序。 
2.合併書類之作

成。 
3.意思決定機關

之承認。 
4. 書 類 備 置 義

務。 
5. 資 訊 公 開 義

務。 
6.發行新股總數

1.第一層審查程

序。 
2.第二層審查程

序。 
3.第三層審查程

序。 

1.未達共同體規

模-各國競爭法

程序。 
2.達共同體規模-

向 歐 洲 聯 盟

「 執 行 委 員

會」事前提出

申報。 

 347



 

之限制與受現

物出資檢查義

務。 
審查基準 1.對擴大金融機

構經濟規模、

提升經營效率

及提高國際競

爭力之影響。 
2.對金融市場競

爭 因 素 之 影

響。 
3. 存續機構或新 

設機構之財務

狀況、管理能

力及經營之健

全性。 
4. 對增進公共利

益之影響，包

括促進金融安

定、提升金融

服務品質、提

供便利性及處

理問題金融機

構。 
5.金融業務統計

輯要。 

1. 符合「銀行控

股公司創設特

例法」第二條

之金融機構要

件。 
2. 符合「銀行控

股公司創設特

例法」第十二

條之規定： 
（1）該合併存續

之銀行，在

合併後預期

能確實、有

效、公正地

執 行 其 業

務。 
（2）根據該條件

而發行新股

之銀行控股

公司之收支

預 期 為 良

好。 
（3）銀行控股公

司與其子公

司之自有資

金充實狀況

為適當。 
（4）該銀行控股

公司之人事

結構具有能

夠確實、公

正執行合併

後存續銀行

管理之之勢

與經驗，並

1.篩選明顯不具

有反競爭效果

之案件。 
2.縮小地理市場

進行分析。 
3.次市場詳細及

非 總 合 性 分

析。 

1.參與結合事業

之營業額之三

分之二源自於

同一會員國 
2.所有參與結合

事業其個別全

球營業額合計

超過五十億歐

元。 
3.參與結合之二

以上事業，各

自在共同體內

之營業額超過

二億五千萬歐

元。 
4.事業結合後之

全球總營業規

模超過二十五

億歐元。 
5.事業結合後，

在至少三個以

上的會員國，

每一個國家內

該結合事業之

總營業額皆超

過一億歐元。

6.上開所稱之三

個以上的會員

國中，每一個

國家內皆有兩

家以上參與結

合事業的各自

營業額皆超過

二千五百萬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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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充分之

社會信用。

 

7.參與結合事業

中至少有兩家

在共同體內之

總營業額達一

億歐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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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問題金控集團處理與垂危事業抗辯】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歐洲聯盟 
主管機關 1.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 
2.財政部。 

1.大藏省（財政

部）。 
2.日本銀行（中

央銀行）。 
3. 存 款 保 險 機

構。 

1.司法部。 
2.聯邦貿易委員

會。 
3. 反托拉斯局。

4. 聯邦準備理事

會。 
5. 金融管理局。

6. 聯邦存款保險

公司。 
7. 儲貸監理局。

8. 證券管理委員

會。 
9. 國家保險委員

總署。 

歐洲聯盟「執行

委員會」。 

審查依據 1.銀行法第六十

二條之四。。 

2.金融機構合併

法第十三條。 

3.金融控股公司

法第十八條。 

1.金融機構合併

改制法。 
2.預金保険法第

五十九條至六

十九條。     
3.金融機能再生

法。 
4.金融機能早期

健全化法。 

水平結合指導原

則。 
類似「水平結合

指導原則」 

審查標準 符合下列情形之

一，且金融控股

公司或其銀行子

公司、保險子公

司或證券子公司

發生財務或業務

狀況顯著惡化，

不能支付其債務

1.依金融機構合

併 改 制 法 規

定，金融機關

經營不善而有

倒閉之虞，且

再建困難時。

得由大藏省以

行政指導之方

式進行合併，

1.該垂危事業必

須在最近之未

來無法清償債

務。 
2.無法依破產法

完成重整。 
3.無法以事業結

合以外之合理

替 代 方 案 解

Kali ＋ Salz/Mdk
/Treuhand 併 購

案中，所揭示之

原則與美國之標

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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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調整後淨值為

負數，經主管機

關認為有緊急處

理之必要，對金

融市場公平競爭

無重大不利影響

者，免依「公平

交易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向

「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申請

許可： 

1. 與金融控股公

司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

或第二款之公

司為合併、概

括讓與、概括

承受者。 

2. 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持有其

有表決權股份

達三分之一以

上者。 
3. 由金融機構轉

換設立者。 

其有財務援助

之需要者，得

依存款保險法

規定，由救濟

合併之健全金

融機構與被合

併之問題金融

機構聯名，經

大藏省為合併

適格性之認定

後，向存款保

險機構申請資

金援助。依預

金保険法第六

十一條規定，

該適格性標準

為： 
（1）合併對象須

為問題金融機

構。 
（2）合併須對存

款人之保護有

助益。 
（3）存款保險機

構之資金援助

為 合 併 所 需

要。 
（4）問題金融機

構之停業，會

對該地區及同

業資金供需產

生重大障礙。

2.若問題金融機

構惡化嚴重並

無其他金融機

構願意與之合

併者，則該問

題金融機構倒

決。 
4.如不為事業結

合，則垂危事

業必須退出市

場等，以避免

減少競爭之危

險。 

 351



 

閉。即將倒閉

的金融機構可

以選擇下列方

式進行破產處

理： 

（1）指定信託機

構進行清算程

序：由「金融

再生委員會」

派遣「財產管

理人」進駐向

即將倒閉之金

融機構，財產

管理人整理倒

閉銀行之資產

後，尋找願意

承受之金融機

構，如果無法

覓得，則由公

家的過渡銀行

承受，並對健

全的交易對象

繼續承受融資

業務。此項作

業直到覓得民

間金融機構願

意承接業務，

過渡銀行才解

散。 

（2）暫時國有

化：將倒閉金

融機構移由國

家特別管理，

透過，由國家

強制取得股份

而國有化。購

買價格則由金

融再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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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股價清算

委員會就其淨

資產來計算，

然後再派遣人

員進駐。除整

理資產外，也

進行讓與給過

渡 銀 行 之 業

務。當讓與完

成，特別管理

機構也解散。

（3）由過渡銀行

承接。 
3.若該問題金融

機構尚有再建

之可能，則得

由日本銀行為

直接融資予以

再建，或由其

他金融同業對

其貸款為相互

援助。 
處理結果 問題金融機構免

向公平交易委員

會申請許可即可

進行合併。 

1.問題金融機構

與他金融機構

進行合併。 
2.問題金融機構

由日本銀行或

是同業相互援

助進行重建。

3.問題金融機構

進行清算程序

倒閉。 
4. 問題金融機構

暫時國家化。

5. 問題金融機構

由過渡銀行承

接。 

問題金融機構之

合併得被金融主

管機關核准。 

問題金融機構之

合併得被金融主

管機關核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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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日本問題金融機構處理方式】 

 

 
資料來源：陳俊堅，日本金融機構合併改制及相互援助制度，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民國 86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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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金融機能再生法處理問題金融之方式】 

 
 
 
 
資料來源：

http://www.knowledge.nat.gov.tw/service/eco/89/0818/890818-ch3.htm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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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預金保険法、金融機能再生法、金融機能早期健全化法比較表】 

 
法律名稱 永久性措施 暫時性措施 

【二０００年（平成十三年）三

月三十一日止】 
預金保険法 1.保險金之支付（§53~58-3）。

2.預付保險金之支付（§58-3）。

3.存款等債權之購買（§70-1~73）

4.資金援助（§59~69）。 

1.存款等債權之購買：基於維持

信用秩序所必須，金融再生委

員會與大藏大臣制訂 100％之

特別支付率，對存款之全額保

護。 
2.特別資金之援助：基於維持信

用秩序所必須，金融再生委員

會與大藏大臣對於救濟對於救

濟之金融機構得以超過保險金

支付成本提供援助。 
金融機能再生

法 
 1.金融機構金融重整管理人之管

理（§8）。 
2.承繼銀行之業務承繼（§27）。

3.銀行由政府特別管理（§52）。

4.金融機關等之資產購買（§53）

金融機能早期

健全化法 
 金融機構等所發行股票等之承

購及對附次順位債權特約金錢

消費借貸之融資（§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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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共同行銷規範比較表】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歐洲聯盟 
主管機關 1. 財政部。 

2. 行 政 院 公 平

交易委員會。

公 正 取 引 委 員

會。 
美 國 聯 邦 準 備

理事會。 
1.各會員國之金

融主管機關及

競爭政策主管

機關。 
2.歐洲聯盟「執

行委員會」。

規範法規 1. 公平交易法。

2. 金 融 控 股 公

司及其子公司

自律規範。 

1. 獨 占 禁 止 法

第十九條。 
2. 銀 行 ․ 證 券

等相互跨業與

不公平交易方

法（銀行․證

券等の相互參

入と不公平な

取引方法）之

行政規則。 

1. 銀 行 控 股 公

司法。 
2. 金 融 服 務 現

代化法。 
3. 美 國 法 律 整

編第二十二章

第 1972 條第

（1）項 

歐 洲 聯 盟 有 關

企業協議、企業

濫 用 優 勢 地

位、企業結合管

制 規 則 及 國 家

補 貼 等 競 爭 規

範。 

規範內容 1.金融控股公司

及 其 子 公 司

自 律 規 範 第

五條：「金融

控 股 公 司 與

其 子 公 司 及

各 子 公 司 間

進 行 共 同 行

銷，於揭露、

轉 介 或 交 互

運 用 客 戶 資

料時，應依照

下 列 規 定 辦

理：一  符合

法 令 或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者。二  經客

戶 簽 訂 契 約

銀 行 對 客 戶 為

授信時，如強制

其 購 買 其 所 屬

證 券 子 公 司 所

銷 售 之 有 價 證

券，而證券公司

如 於 承 銷 有 價

證券時，強制發

行 公 司 與 其 所

屬 之 信 託 銀 行

子 公 司 為 交

易，則構成違法

之搭售行為。 

依 據 美 國 法 律

整 編 第 二 十 二

章第 1972 條第

(1)項之規定，銀

行 不 得 以 下 列

任 何 條 件 或 要

求 ， 擴 大 其 信

用、租約或任何

種 類 財 產 之 出

售，或提供任何

服務，或固定或

改 變 上 開 商 品

或服務之條件：

（A）客戶應從

該銀行取得附

加之授信、財

產或服務，但

單一貸款、貼

如 企 業 如 利 用

其優勢地位，於

銷 售 某 種 商 品

或服務時，要求

交 易 相 對 人 必

須 另 行 購 買 其

他 商 品 或 服 務

者，即可能構成

EC 條約第八十

二條第（d）款

規定之違反。一

般而言，適用 EC
條 約 第 八 十 二

條第（d）款規

定 來 決 定 兩 種

商 品 是 否 為 搭

售，必須符合二

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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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書 面 同 意

者。三  本規

範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之事項。依前

項揭露、轉介

或 交 互 運 用

客戶資料，不

得 有 損 害 客

戶 權 益 之 情

事。除法令另

有規定、經客

戶 簽 訂 契 約

或 書 面 明 示

同意者外，揭

露、轉介或交

互 運 用 之 客

戶 資 料 不 得

含 有 客 戶 基

本 資 料 以 外

之 帳 務 、 信

用、投資或保

險資料。」 
2.金融控股公司

及其子公司自

律 規 範 第 六

條：「金融控

股公司及其子

公司與其他第

三人進行共同

行 銷 、 於 揭

露、轉介或交

互運用客戶資

料時，應依照

下 列 規 定 辦

理：一 符合法

令或主管機關

之規定者。二

現、存款或信

託服務，不在

此限； 
（B）客戶應從

該銀行之銀行

控股公司或其

他銀行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

取得附加之授

信、財產或服

務； 
（C）客戶應向

銀行提供附加

之授信、財產

或服務，而非

與 貸 款 、 貼

現、存款或信

託服務相關或

經常提供者；

（D）客戶應

向銀行之銀行

控股公司或銀

行控股公司之

子公司，提供

附加之授信、

財產或服務；

（E）客戶不得

從該銀行、其

銀行控股公司

或其子公司之

競爭對手、取

得部分其他授

信、財產或服

務。 
但如該條件或

要求係為確保

其信用之健全

性，而合理附

（一）就商品之

本 質 進 行 考

量，包括檢驗

其 架 構 、 成

分、耐久度及

用途，以及兩

種 商 品 間 是

否 有 功 能 性

之連接。 
（二）必須就商

品 之 商 業 習

慣 加 以 評

估，且商業習

慣之形成，必

須 考 量 市 場

大 多 數 競 爭

者 之 商 業 習

慣，而非優勢

地 位 企 業 之

商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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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客戶簽訂契

約或書面同意

者。三 本規範

第七條至第九

條 規 定 之 事

項。依前項揭

露、轉介或交

互運用客戶資

料，不得有損

害客戶權益之

情事。除法令

另有規定、經

客戶簽訂契約

或書面明示同

意 者 外 ， 揭

露、轉介或交

互運用之客戶

資料不得含有

客戶基本資料

以外之帳務、

信用、投資或

保險資料。」 

3.金融控股公司

及其子公司自

律 規 範 第 九

條：「金融控

股公司及其子

公司應將所為

共同行銷行為

應 遵 守 之 規

範，列入內部

控制與內部稽

核項目。」 

4.公平交易法第

二 十 四 條 ：

「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者

外，事業亦不

加於授信交易

者 ， 不 在 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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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為 其 他 足

以 影 響 交 易

秩 序 之 欺 罔

或 顯 失 公 平

之行為。」 
例外規定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草 案 第 五 十

三 條 原 規 定 ：

「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提

供 金 融 服 務 或

商品時，無正當

理 由 不 得 以 與

其 他 子 公 司 之

交易為條件，強

制 搭 售 其 他 金

融 服 務 或 商

品。」惟立法院

通 過 之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認 為

市 場 共 同 行 銷

之行為，仍應受

公 平 交 易 法 及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之規範，業者如

以 搭 售 方 式 進

行共同行銷，而

有 違 反 公 平 交

易 法 或 其 他 相

關 法 律 之 情 事

者，將依公平交

易 法 或 相 關 法

律 規 定 予 以 處

罰，故改採金融

業 者 自 行 訂 定

自 律 規 範 之 方

式，並明定自律

規 範 不 得 有 限

 「反搭售條

款」對於傳統

銀行業務所

存在之搭

售，亦承認下

列三項例外：

（一）銀行得

對於單一貸

款、貼現、

存款或信託

服務為搭售

安排。 
（二）銀行得

為附條件交

易，要求客

戶提供附加

之授信、財

產或服務，

如 其 與 貸

款、貼現、

存款或信託

服務相關或

經 常 提 供

者。 
（三）銀行得

對借款人附

加限制，以

確保其增加

授信額度之

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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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競 爭 或 不 公

平競爭之情事。

實務發展 違 法 搭 售 行 為

之判斷，依行政

院 公 平 交 易 委

員 會 之 執 法 實

務，則應具備下

列要件： 
（一）出賣人之

主 要 商 品 必

須 具 有 相 當

程 度 之 市 場

力。 
（二）有無妨礙

所 搭 售 商 品

之市場競爭。

（三）是否具有

正當理由。至

於 是 否 構 成

不 正 當 之 限

制，則應縱合

當 事 人 之 意

圖、目的、市

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

品 特 性 及 履

行 情 況 對 市

場 競 爭 之 影

響 等 加 以 判

斷。 

 依據美國之

金融實務，美

國聯邦準備

理事會則允

許金融機構

得例外為下

列三項之搭

售行為：  
（一）供傳統

之銀行商

品，如授

信、貼現

等。  
（二）對於合

格銀行商

品維持一

定存款餘

額之客

戶，銀行得

對其提供

不同商品

組合之優

惠建議。

（三）銀行對

於外國人

或外國法

人所提供

之任何商

品，均得為

搭售，不受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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