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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司在對外結合時，究應如何計算整體的「經濟力」與

「市場力」？誠為困擾監理金融產業競爭管制的難題。在「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

中居於資源分配整合地位且具上市公司「籌資」功能的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

司間的法律切割固然各有所據，但透過「共同業務推廣」（金控法第 43 條）與

「共同行銷」（金控法第 48條）所形成的交織客層（Client Base），金控產能與獲

利自不能忽略所屬個別子公司的貢獻。本文建議應以金控結合對於所涉「特定業務

別」之影響，作為判斷是否構成限制競爭的管制門檻；復以渠等結合後之「業務

別」或「產品別」之「銷售額」決定結合之「市場力」，即以金融「業務或產品」

決定金融版塊整併對於市場競爭公平性之影響而為准駁依據。 

關鍵詞： 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金融控股公司、結合、併購、競爭規範、金融產

業、金融商品、公平競爭、產品別、業務別、法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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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經濟法所強調的產業管制，旨於建構秩序，促進競爭，市場價格因減少人為操

縱而合理，消費者權益乃獲反射性保障。金融管制，動見觀瞻，寬鬆之間，皆涉利

害，惟揆諸規範原旨，當在強調健全「金流」協助完成「物流」交易給付的過程。

倘「金流」之過程未能效率化充分競爭，則不惟悖於建立市場機制之公益初衷，更

可能造成「物流」交易成本的不當增加，合理的懷疑總落在終端的消費者於焉成為

轉嫁如是被扭曲市場價格的最無辜受害者，難免讓人心情失溫，徒呼負負。 

金融全球化潮流下，臺灣的金融服務業，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競爭危機。以目

前政府仍能置喙渠等經營方向的公股金融業者而言，近五年內處理約新臺幣 7,400

億元壞帳，換算以臺灣總人口數，每人平均分擔的壞帳額度竟高達 3 萬多元之譜。

雖然經由政府先前「二、五、八」專案
 1 
之「一次金改」與「三、六、七」專案之

「二次金改」
2 
等階段性政策推動，壞帳的問題稍有改善，但台灣的金融業卻仍列

居亞洲國家金融業「資產報酬率」（ROA）最不理想之林。依據我國官方最新統計

顯示，去（2007）年台灣金融業者資產報酬率僅達 6.8% 3
，國際性財務顧問公司對

於台灣金融業今年表現的預估亦僅達 0.7%，遠低於亞洲國家平均的 1.2~1.3%。位

居亞洲的世界級公司也漸漸將併購（M&A）視為在區域、甚至全球進行擴張的另一

種策略性工具。世界經濟論壇（WEF）近日公布 2007 年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

（GCI），台灣名次落至第 14 名；更首度落後主要競爭對手南韓。最不理想的項目

                                                      
1 我國政府於 2002 年組成「金融改革專案小組」，分別就銀行、保險、資本市場、基層金融查

緝金融犯罪等方面，推動各項興革措施；其中最大的目標是「降低逾期放款比率」，稱為「二五

八金改目標」，即兩年（二）內將逾放比降至 5%（五）以下、資本適足率提高至 8%（八）以
上，亦稱之為以「除弊」為主軸之「第一次金改」。第一次金融改革結果為：逾放比由 2002 年 3
月最高的 8.04%，下降至 2003 年底的 4.33%、2004 年 3 月更下降至 3.31%；資本適足率於 2003
年提高為 10.07%，高於國際標準 8%；順利達成「二五八」第一次金改目標。 

2 2004 年 10 月 20 日，陳水扁總統在主持經濟顧問小組會議後，宣布第二次金改四大目標，這
四大目標分別是：一、明年底前至少三家金控市占率超過 10％；二、公股金融機構的家數今年底
以前由十二家減六家；三、金控家數明年底前減半成為七家；四、至少一家金控到海外掛牌或引

進外資，外界遂以「三、六、七」二次金改稱之。 
3 請參見金管會銀行局金融統計資料，網址：http://www.banking.gov.tw/public/data/boma/stat/abs/ 

9612/11-2.xls，查訪日期：2008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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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金融服務業競爭力，台灣在「銀行健全度」項目評比亦從去年的第 100 名再度

重摔，落至第 114 名，相當於全部受評國家的倒數第 17 名 4
；實有再予檢討的進步

空間。 

事實上，以坐擁許多世界性一流企業的南韓與台灣為例，近年來併購由本國公

司所發起，或合併雙方皆為本國公司的情況正在質變，外資企業與外商銀似乎比本

國金融業者更具優惠的針對區域和全球性併購交易提供諮詢意見
 5
。至於市占率的

問題，目前台灣前 5 大金融業者的市占率只達 39.10% 6
，相較於鄰近國家新加坡而

言，該國前 3 大金融業者的市占率卻相當集中達到 100%（係依法於半年內整併結

果）、若以香港為例，該地區前 5 家銀行亦達 89%的市占率（以恆生銀行居首）；

以金融業「大者恆大、強者恆強」的競爭迷思推知，台灣金融業恐尚有進一步整併

的市場空間，始能達到相當經濟規模，以因應全球化的競爭。 

金融業專業分工（Specialized Banking）的監管理念，自美國 1999 年 11 月 12

                                                      
4 瑞士國際管理學院（IMD）2008年 5月 15日正式發布的 2008年世界競爭力排名 

【主要國家競爭力排名】 

排名 2008年 2007年 排名變動 

1 美  國 美  國 0 

2 新加坡 新加坡 0 

3 香  港 香  港 0 

4 瑞  士 盧森堡 2 

5 盧森堡 丹  麥 -1 

6 丹  麥 瑞  士 -1 

7 澳  洲 冰  島 5 

8 加拿大 荷  蘭 2 

9 瑞  典 瑞  典 0 

10 荷  蘭 加拿大 -2 

11 挪  威 奧地利 2 

12 愛爾蘭 澳  洲 2 

13 台  灣 挪  威 5 

14 奧地利 愛爾蘭 -3 

15 芬  蘭 中  國 2 
 
5 請參見喬治、奈斯特（George Nast），「亞洲批發銀行的本土化政策」，麥肯錫顧問公司研

究報告，2008 年 2 月 7 日，該公司網站資料：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chinatraditional/ 
mckonchina/industries/financial/Asian_wholesale.aspx，查訪日期：2008年 5月 18日。 

6 請參考金管會銀行局金融統計資料，網址：http://www.banking.gov.tw/public/data/boma/stat/abs/ 
9703/2-2.xls，查訪日期：2008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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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U.S.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

實務上多以 Graham-Leach-Bliley Act 稱之）通過後，多年來美國傳統金融分業藩籬

被一舉突破，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的「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LCFI－Large and 

Complex Financial Institutions）7 
隨之趁勢興起，透過整合轄下金融機構之間資源，

形成渠等經營上存有高度「相依性」（Interdependency）的共生關係，內部金融機

構間的經營風險在高度利害與共之下，亦因此具有高度「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繼之英國、日本金融監理亦相繼效之，蔚為主流。若因金融控股公司居於

資源整合之優勢地位，所造成整體金融市場的不正競爭，恐將惡化經營風險，最終

造成「納稅人曝險」（Taxpayer’s Exposure）之不正義 8
。國內雖然目前尚無具體金

融控股公司間結合之個案可資例示，惟衡諸台灣金融市場因應全球化競爭風潮，大

型複合式金融機構進行整併所引發之產業競爭失序恐仍勢所難免；基於金融安定首

當側重「預防」之旨，如何維護金融市場公平競爭，因此成為本文關切並擬整體檢

視的核心問題。 

二、問題 

(一) 國內實務 

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司在對外結合時，究應如何計算整體的「經濟力」與

「市場力」？誠為困擾監理金融產業競爭管制的難題。在「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

中居於資源分配整合地位且具上市公司「籌資」功能的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子公

                                                      
7 有關「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之最新探討，請參見 Cynthia C. Lichtenstein, “The FED’s New 

Model of Supervision for ‘Large Complex Banking Organizations’: Coordinated Risk-Based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Multinationals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Transnational Lawyer, 18(2), 283-299 
(200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882474, visited May 18, 2008. 

8 為避免金融控股公司風險集中可能造成國庫與納稅人的負擔，依據 1999 年 12 月巴塞爾委員

會發布之「金融集團大額曝險之監理指導原則」，對於金融集團的重大集中風險應定期向主管機

關申報，主管機關亦應推動重大集中風險的揭露。為遵循上該立法意旨及國際監理規範重視集中

風險管理之精神，並執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6 條規定，我國金融主管機關業已於 2002年 3月 12
日發布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為授信、背書或其他交易

行為之總額達金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 5或新台幣 30 億元二者孰低者，應於每營業年度第 2季及

第 4季終了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於金融控股公司網站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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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間的法律切割固然各有所據，但透過「共同業務推廣」（金控法第 43 條）與

「共同行銷」（金控法第 48條）所形成的交織客層（Client Base），金控產能與獲

利當不能忽略所屬個別子公司的貢獻。揆諸目前審查實務，或因行政權分配之考

量，我國金融主管機構於金融控股公司申報結合個案中尚不見對於渠等子公司之

「經濟力」或「市場力」有所著墨；有鑒於人民對於目前以金融控股公司為首所形

成之金融財團「經濟力集中」（Economic Concentration）所產生社會資源排擠效應

之疑懼日增，建構金融產業競爭秩序因而具有監理優先性，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自然

責無旁貸。 

觀察我國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實況，台灣目前以「國營」（金融控股公司與大型

銀行）、「外資」（外銀或私募基金）、「民營金控業者」與「民營非金控金融業

者」所組成的金融版圖，呼應「二次金改」所倡金融機構大型化以增進競爭力之假

設，恐怕即將因為「外資」逐漸主導性的併購台灣本土金融業者，而形成「外資」

與「本土金控業者」寡占市場的局面
 9
，惟如此整併過程是否存在不利整體金融市

場公平與秩序的「限制競爭」情形
 10
？如何經由「金融」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

                                                      
9                 【2008 年 1-2 月我國全體金融機構獲利率排名】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總收益 稅前損益 獲利率（%） 

美國運通銀行   ◎ 133 212 159.40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 ◎ 2,009 1,004 49.98  

比利時商富通銀行 ◎ 272 114 41.91  

英商渣打銀行   ◎ 5 2 40.00  

日商瑞穗實業銀行 ◎ 662 263 39.73  

瑞士商瑞士銀行  ◎ 2,332 914 39.19  

美商花旗銀行   ◎ 8,575 3,053 35.60  

法國興業銀行   ◎ 334 118 35.33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 3,256 1,134 34.83  

加拿大商豐業銀行 ◎ 181 63 34.81  

◎代表外商金融機構 
資料來源：金管會網站 http://www.banking.gov.tw/public/data/boma/stat/abs/9703/10-2.xls. 查訪日期：

2008年 3月 10日。 
10 實證研究以金融風險相關性衡量金融穩定，並觀察合併機構風險與競爭力變化，結論認為金

控成立後金控股票累積異常報酬上升，股票報酬的風險波動下降，合併機構競爭力下降，似亦暗

示存有限制競爭之可能，請參見蔡永順、吳榮振，「金融合併與金融不穩定：以台灣金融控股公

司為例」，金融風險管理季刊，第 3卷第 1期，1-2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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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相互合作，進一步提供金融產業健全發展的法制環境，使我國金融產業與國

際競爭秩序接軌，促進國際競爭力，實為訂定當前金融與競爭監理政策當務之急。 

揆諸我國現行競爭法制對於金融業之衡平監理，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基

於「行政一體」，規範如何執行之事項）與 46 條（實體規範之選擇）之適用，復

以目前實務所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會銜財政部於 2002 年 2 月 7 日公壹字第

0910001244 號函所頒「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財政部之協調結論」第(三)點觀

                                                        

表 1  金控成立前後的股票報酬波動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金控股票報酬平均數 0.0052 0.0265 

金控股票報酬中位數 0.0071 0.0324 

金控股票報酬平均數變異係數 118.3625 28.2345 

金控股票報酬中位數變異係數 186.2675 40.7356 

金控成立後，金控股票累積異常報酬上升，股票報酬的風險波動下降。顯示台灣金控成立後，風

險分散效果可能大於道德危機效果，使合併機構風險下降。 

表 2  金控對外相關性變化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金控對市場相關係數平均數 0.5987 0.5265 

金控對市場相關係數中位數 0.6193 0.5320 

金控對非金控相關係數平均數 0.5221 0.4432 

金控對非金控相關係數中位數 0.5324 0.4565 

表 3  金控成立前後相關報酬指標變化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ROA（總資產報酬率）平均數 4.22% 4.56% 

ROE（股東權益報酬率）平均數 6.25% 9.82% 

EPS（每股盈餘）平均數 3.5 4.8 

ROE 上升比率，明顯高於 ROA 上升比率，此代表金控成立後，合併機構的負債比率有明顯上升

趨勢。 

表 4  金控成立前後合併機構 Tobin’s q 變化 

Tobin’s q 金控成立前 
(1998-2001) 

金控成立後 
(2002-2005) 

Tobin's q平均數 1.48 1.10 

Tobin's q中位數 1.50 1.14 

【獨占力指標 Tobin’s q＝市場價值／帳面價值】。Keeley（1990）的研究指出，以 Tobin’s q大小
變動觀察金控成立後競爭能力上升或下降，若市場接近完全競爭，則企業利潤愈低，Tobin’s q 愈

小。反之，若企業獨占力愈高，則利潤愈高，Tobin’s q 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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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似仍欠缺與金融主管機關（2004 年 7 月起已由「財政部」改為「金管會」）間

「行政管理權分配」之明確程序；為利我國金融業整合以祈促進整體產業的國際競

爭力，並降低業者行政作業成本，實有進一步再加釐清法制作業之必要。 

再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第 2 項授權命令－「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亦需以金控公司之「設立」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與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結合」申報之前提要件；惟關於渠

等「設立後」之「結合」行為，則需另依 2002 年 2 月 25 日公平會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函所頒「事業結合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

準」第 1、2 點規定辦理，並為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處罰規定相繩，法制設計上呈現

「階段式」管理。易言之，有關金融財團間就所轄金融機構之結合，目前法制設計

迨皆以「金控公司」作為基準作業平台加以評量規範，適用門檻拉高至非營業性籌

資主體的金控公司，則審查結果當然總以台灣金融業尚屬高度競爭之立論而多行禮

如儀予以核准，從產業「市場力」之檢視監督以促進「競爭力」的觀點，現狀的規

範模式是否妥適？本文以為容或有進一步再予檢討的空間。 

(二) 國外法例 

1. 美國法制 

以金融實務最為多元且靈活的美國法制為例，金融產業結合案件申請之審查法

制，依「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 7條 11 
及聯邦存款保險法第 18條 12

（論者或

                                                      
11 該條條文清楚說明美國競爭法對於結合案件的審查原則與程序，為利讀者瞭解，茲將該條文

主要內容摘要如下：「No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engaged also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No person shall 
acqui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tock or other share capital and no person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hall acqui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one or more persons engaged in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or in any activity affecting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of such stocks or assets, or of the use of such stock by the voting or granting of proxies or 
otherwise,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See Sec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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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銀行合併法」－Bank Merger Act稱之）規定，授權由司法部（DOJ）、聯邦

儲備理事會（FRB）與財政部金融局（OCC）於 1994年 7月所會銜訂定的「銀行合

併審查原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s）13
，大致仍依循「1992年水

平結合指導準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4 
之判準（雙赫指數－市場

集中度衡量指標－HHI 15
），但規範較為嚴謹。程序上金融主管機關對於個別金融

結合案件是否符合地區性公共利益先為審酌後，均須知會「司法部」同步為市場競

爭分析之決定（Competitive Factors Letter） 16
。司法部轄下「反托拉斯署」

（Antitrust Division）於考量業務集中度、參進情形、結合案對金融業務需求之潛在

影響等因素後，若認有限制競爭之虞，並得依「反托拉斯法」規定，訴請法院阻止

該金融結合案件之進行。至於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依

                                                        
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October 15, 1914), codified at 15 U.S.C.§ 18. 

12 See Section 18(c) of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 
13 在實務上，銀行合併審查準則（The Bank Merger Screening Guideline）對於主管機關在獲取對

審查及進行評估結合案之競爭效果的必要資訊甚有助益，而該準則亦使主管機關與申請者之間有

一良好的互動關係，得以迅速釐清爭點，使司法部以及銀行主管機關得以儘早提出競爭議題的分

析並提出可能的協調解決之道。參見顏雅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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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03。 
14 該「準則」嗣後復經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 1999年 4月 8日聯合發佈修

正，詳情請參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ftc.gov/bc/docs/horizmer.shtm，查訪日期：
2008年 6月 1日。 

15 雙赫指數（Horfindahl-Hirschman Index），係指對於特定市場所有參與者個別市場占有率平 
方之總和：計算公式係以 ∑

=
=

1

2

i
iCRHHI 表達市場集中程度。美國係自 1992 年起改用雙赫指數取 

代以特定市場中四個最大產業個別市場占有率之總和（CR4）作為市場集中度指標，並以該指標

計算出結合後指數在 1000 點以下定為「低度」集中市場（Unconcentrated Market），1000-1800
點間定為「中度」集中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1800 點以上定為「高度」集中

市場（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併參酌指數在不同區間之增加幅度作為個別金融結合案件准

駁之依據。 
16 關於渠等機制的實際運作，請參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於 1999 年 6 月 24 日發佈

予全體要保金融機構之函令內容：「The new processing procedure allows applicants to benefit from a 
“prospective competitive- factors report” recently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The 
prospective report applies to those merger transactions, such as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s, that are 
inherently competitively neutral. For such mergers, the prospective report serves as the DOJ's 
competitive-factors report required under the Bank Merger Act. Essentially, the new procedure allows the 
normally required 15-day post-approval waiting period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the statutory 30-day 
competitive-factors report period, shortening the merger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these transactions by up 
to 15 days.」available at http://www.fdic.gov/news/news/financial/1999/fil9963.html, visited May 1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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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雖無權「直接」對「銀行」結合案為置喙
 17
，但銀行以外之其他金融服務業，則

仍有權進行審查
 18
。易言之，美國金融產業結合管制及申報法制，基本上係採「事

前」強制性的「申報異議制」；具體言之，結合後之金融業者交易總額達一定規模

或參與結合之金融業資產總值達一定規模者，均須申報，主管機關在 30 日內未針

對該個案另函駁回時，該結合案即可依法生效准予進行
 19
。 

2. 英國法制 

成熟的金融制度，讓英國的海外殖民政策獲得豐沛的金援供應，一直是曾經自

許為「日不落帝國」皇冠上的驕傲。細究該國金融法制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較少

受到外力操縱、屬於一種逐漸演化的進程，從皇室早於 1694 年授權制定專屬皇室

的英格蘭銀行法（Bank of England Act of 1694）以來，數百年間都係經由道德勸說

方式達成業務監控的政策使命，直至 1979 年英國通過「銀行法」，才首見以法律

位階賦予英格蘭銀行對銀行業務的明文監理權限
 20
。如此監理建構可使金融業務監

理權能集中，金融法規系統化，銀行業者知所遵循。行政高權有效運作，促進了貨

幣政策和銀行監理的效率；改善職司不同監理功能之機構間相互推諉責任的惡質現

象。令人擔心的是將更突顯監理機構「衙門化」，地盤傾軋與爭權，無助於金融專

業的經驗傳承與交流。 

此種發軔於英國的集權式「單軌制」監理模式，或指「高權型」的監督管理建

構，由「集權式」機構如同一般國家「中央銀行」位階或專門性業務監理機構設置

以對銀行業務進行監控。如此調整演進了數百年，逐漸形成了對商業銀行的監理權

                                                      
17 關於金控公司的結合案件，主要仍依據美國聯邦統一法典（U.S.C.）§1850 規定辦理。為利後

續援引說明，茲轉錄該條文如下供參：「With respect to any proceeding before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wherein an applicant seeks authority to acquire a subsidiary which is a bank under section 1842 of 
this title or to engage in an activity otherwise prohibited under chapter 22 of this title, a party who would 
become a competitor of the applicant or subsidiary thereof by virtue of the applicant’s or its subsidiary’s 
acquisition, entry into the business involved, or activ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a party in interest in the 
proceeding and, in the event of an adverse order of the Board, shall have the right as an aggrieved party to 
obtain judicial review thereof as provided in section 1848 of this title or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See 12USC§1850. 

18 12USC§1467a(e)、12USC§1828(c) 
19 同註 17。 
20  關於「英格蘭銀行」的制度沿革請參該行網站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index. 

htm，查訪日期：2008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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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集中於財政部轄下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典章制度 21
。回歸現實，其後

英格蘭銀行對銀行的監理乃設置由轄下「銀行監理委員會」（Board of Banking 

Supervision）與「銀行業務監理局」（Banking Supervision Division）統合負責。銀

行業監理委員會現為銀行業監管的最高機構，每年按時依法發佈實施銀行法的執法

報告，並依銀行法規定公佈對銀行監理的業務彙總結果。銀行業務監理局則依法負

責商業銀行之管理，並由英格蘭銀行董事或常務副董一名負責監督。為了適應金融

全球化和歐元誕生的挑戰，英國政府更於 1997 年提出改革金融監理制度的新建

構，由英格蘭銀行、證券期貨管理局、投資監理組織、私人投資管理局等機構的金

融監理權限統一移交給新成立的「金融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簡稱

FSA），統合對於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期貨、保險等九大金融業務的監

控 22
。 

鑒於英國金融業務除「保險業務」另有特別規定外，傳統上仍以「綜合銀行」

（Universal Bank）23 
經營型態為主，其商業性控股公司在實務上之呈現仍集中以

「銀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足堪為箇中代表；惟渠等銀行控股公

司間之結合，除需遵循英國金融服務業法（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 

FSMA）第 159 條第 3 項所揭「不得有造成或促使市場優勢地位之不當利用」

（…the effect of requiring or encouraging exploit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a market position 

they are to be taken…）24 
外，亦須為英國 2002年所頒之「企業法」（UK Enterprise 

Act of 2002）第 4章（Part 4）第 134、141條（Section 134、141）25 
所強調之「公

                                                      
21 Id. 
22 有關該局之業務職掌請詳參網站資料 http://www.fsa.gov.uk，查訪日期：2008年 5月 18日。 
23 綜合銀行，簡言之，主要係針對若干歐系銀行所提供金融服務內容，除了傳統專營存、放款

等業務外，尚且包括投資業務在內之營業型態謂之。 
24 為利說明 茲轉錄該條規定全文供參如次 “If regulating provisions or practices have, or are 

intended or likely to have, the effect of requiring or encouraging exploit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a market 
position they are to be take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 to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資料出處，請參照英國金融服務市場法 U.K.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Act(c.8)官方版本
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0/ukpga_20000008_en_13#pt10-ch3-l1g159, visited June 10, 2008. 

25 Available at 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2/ukpga_20020040_en_12, visited June 10, 2008. 
茲轉錄該條第六項所規範有關公益要件之文義供參：(6) In deciding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the Commission shall, in particular, have regard to the need to achieve as comprehensive a 
solution as i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ble to the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and any detrimental effects 
on customers so far as resulting from the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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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判斷要件相繩。尤值注意者，英國競爭委員會（UK 

Competition Commission）對於金融機構之結合審查實務，更在經英國「公平競爭管

理局」（OFT., Office of Fair Trading）初審後所轉呈具代表性個案中，以「終端消

費者是否得因渠等結合而享有市場更具競爭效率之利益」
26 
作為案件核駁之重要判

準
 27
；質言之，我國發展方向上逐漸呈現以銀行為首的法制格局，作為金融集團金

流處理中樞的「綜合銀行」模式，是否亦得考量對於金融控股公司間之結合行為，

援引英國金融業競爭法審查法律要件，而以金融終端消費者立場判斷結合的競爭效

率；亦即側重金融集團間涉及部分法定業務因結合所將導致對於消費者公共利益之

影響，列為准駁之判準？迨皆足為它山之石或可為我國未來實務參考。 

3. 歐盟法制 

歐洲議會（European Council）早於 2002年 12月 16日即已立法通過總計 33條

的金融集團規範指令
 28
，除首度針對「金融集團」訂有定義性條文

 29 
外，就金融集

團之競爭行為於競爭法上並無異於其他事業而為例外規定
 30
。反觀歐洲執委會

（Executive Committee）依歐盟合併規則（ECMR）有權審查跨國的併購與合資企

                                                      
26 See Decision on merger between Lloyds TSB and Abbey National, U.K. Competition Commission 

2001. 茲轉錄該決定之部分內容如次 “…This merger was blocked as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stated, 
amongst other reasons, that these efficiency gains would not be passed on to customers…” Reprinted in 
John Ashton, Efficiency and Price Effects of Horizontal Bank Mergers, Norwich Business School and the 
ESRC Centr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Khac Pham, ESRC Centr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CCP Working Paper 07-9, June 2007. 

27 See Schedule 11, Section 185, subparagraph (2), the Competition Act of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cts/acts2002/ukpga_20020040_en_36_content.htm, visited May 18, 2008. 
惟需強調者，迨為渠等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金融主管機關間行政管理權之分際，亦即依 FSMA 第
164(1)規定所示，若經金融主管機關公佈之特定業務行為，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基本上予以尊重，

而得豁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審查。See Michael Blair and George Walker, “Financial Service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22 (2006). 

28 2002/87/EC. 
29 析該指令第 2 條第 4 項之要件，所稱「金融集團」應包含 (1) 總機構須符合指令第 1 條所稱

從事信用、保險、投資等業務之機構 (2) 集團中金融業務至少有一屬於保險業務，其餘尚有一屬

於信用或投資業務性質 (3) 保險信用與投資等業務之營業活動產值需占本身機構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或資產負債表總值達 600 萬歐元者之法律要件，併此述明。 
30 王泰銓等，公平交易法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合作研究報

告，11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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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31
，渠等法規所顯示的結合管制門檻主要基於計算所有參與結合之企業全球營業

額（Turnover）是否超過 50 億歐元，或兩個以上參與結合之企業在歐盟會員國體系

（Community Dimension）內營業額超過 2億 5,000 萬歐元者乃有管制之適用 32
；若

不符合前揭規定之結合行為，將視其所有參與結合之企業的全球總營業額超過 25

億歐元，且個案中參與結合之企業跨及三個以上會員國之總營業額超過 1 億歐元，

其中兩個以上的結合事業個別營業額超過 2,500 萬歐元，而在歐盟體系內的營業額

超過 1 億歐元者以決定是否仍需受到合併管制 33
。渠等管制門檻嗣經歐洲議會 2004

年 1月 24日修正通過新的管制規定 34
，於同年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以取代當時尚

有效施行的合併管制（Regulation 4064/89）規定；揆諸修正後之新制，最重要之變

革，首推加強所謂「一次購足」原則（One-stop Shop Principle），或有稱為「3＋」

原則
 35
。此外，有關市場集中度之檢視亦改以「對有效競爭形成顯著障礙」

（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 SIEC）36 
作為評定判準，亦適用於

                                                      
3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10/97.轉引自前註研究報告，135，註 306. 
32  為利說明，茲轉錄該條規定文義供參：“Article 1(2) of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still 

determines that a concentration has a community dimension and thus needs to be filed at EU level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5000 
million, and (b)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25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33 “Article 1(3) of the new Merger Regulation, be considered to have a Community dimension where 
(a) The combined aggregate worldwid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2500 

million； 
(b)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the combined aggregate turnover of all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100 million； 
(c) In each of at least three Member States included for the purpose of point (b), the aggregat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25 million；and 
(d) The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of each of at least two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is 

more than €100 million； 
Unless each of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achie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aggregate 
Community-wide turnover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Member State.” 

3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5 January, 2004, C 31/5. 
35 See the new article 4(5)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provides that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that does not 

meet either of the thresholds for a Community notification may reques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ake 
the case if and when the transaction must be notified to three or more Member States. 

36 為利述明，茲轉引有關新判準 test SIEC 的文義如次供參“A concentration which would not 
significantly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in 
particular as s result of the creation or strengthening of a dominant position shall be declared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請參考歐盟網站資料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rapid/start/cgi/sque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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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有關金融集團之併購審查，頗值我國競爭法實務參考。 

(三) 小結 

鑒於我國結合審查機關的權責劃分，係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職司產業競爭

秩序之功能性監督，自應擔負如同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金融業結合案件之競爭

分析決定；為更積極維護我國金融產業之公平競爭環境，應享有金融結合案件是否

具限制競爭裁量之「介入權」。惟衡諸我國目前實務上有關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

件，申報門檻仍係以「金控公司」設為適用基準，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子公司

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核認
 37
，所有金控公司之結合案，雖得將結合後所產生

「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或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等作為「水平結合」

限制競爭效果之考量因素列入審酌
 38
，另對於「垂直結合」限制競爭效果也設有相

關審酌明文
 39
，甚至對於「多角化結合」亦載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等之審查

考量因素
 40
，惟金控公司結合申報之審查實務多行禮如儀，並不見在個案中精緻的

法律經濟分析，或因囿於行政管理權分配是否允許介入權存在尚不明確，或者因為

金融控股公司結合案所涉業務或產品之「市場界定」仍有疑慮乃有以致，惟從前揭

外國立法例與實務觀點，併就我國競爭主管機關優質法制人力資源立論，實有進一

步針對金融控股公司之結合案件所涉競爭政策之研析，再予檢討改善之餘地。 

                                                        
ksh?paction.sqettxt+gt&doc=MEMO/04/9/0/RAPID&lg=en , visited June 10, 2008. 

37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2年 2月 25日公企字第 0910001699號函所頒「事業結合應

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第 2 點規定。 
38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6 年 7 月 6 日公壹字第 0950005804 號函所頒「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 點、第 10 點規定。為利說明，茲摘錄現行實務上

評估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的考量因素供作對照參考： 
(一) 單方效果：係指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得以不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之能力。 
(二) 共同效果：則係指結合後，結合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

取一致性之行為，使市場實際上不存在競爭之情形。 
(三) 參進程度：包含潛在競爭者參進之可能性與及時性，及是否能對於市場內既有業者形成競爭

壓力。 
(四) 抗衡力量：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箝制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 
(五) 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 

39 同前註，第 11 點。 
40 同前註 38，第 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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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芻議 

承前所述，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的「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已然成為我國金融

服務業的主導力量
 41
。倘依我國目前金融實務所涉有關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結合之

申報規定，經濟憲法之執行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似尚難發揮競爭法應有之監督

角色。鑒於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我國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態樣，僅

限於「投資型」而非「事業型」經營型態，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於整體結構上僅居於

資源整合的「管理者」、「分配者」地位，與轄下實際從事金融服務之金融業者所

應轉嫁分擔之管制成本自應迥異。 

揆諸競爭法對於金融服務業結合的管制意旨，復以金融控股公司與金融機構間

之結合行為所產生之「綜效」（Synergy）與對於市場競爭公平性影響之裁量，爰應

以大型複合式金融財團轄下「專門性分業」（如銀行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

                                                      
41 有關我國金控公司間的最新獲利消長情形，請參見後附統計表。統計顯示我國目前 14 家金控

公司今年前 5 個月以來的獲利表現相差越來越大，其中仍以保險為主的金控公司獲利表現最為強

勁。  

14 家金控今（2008）年 1-5 月獲利統計 

 2008年 5月稅後純益 
(億元) 

2008年前五月稅後純益 
(億元) 

每股稅後純益 
(元) 

第一金 10.93 60.08 0.99 

中信金 4.64 81.04 0.91 

華南金 8.7 53.86 0.89 

富邦金 13.1 60.7 0.79 

元大金 5.78 36.28 0.43 

玉山金 2.38 13.12 0.4 

兆豐金 12.27 46.67 0.39 

國票金 1.08 5.66 0.26 

開發金 4.95 19.16 0.18 

台新金 3 12 0.11 

永豐金 4 −7.24 −0.1 

國泰金 20.69 −14.33 −0.16 

日盛金 −0.97 −15.9 −0.61 

新光金 −10.96 −83.65 −1.63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D1版，2008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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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門性業務設為基準）來界定渠等「市場」之定位
 42
，而不宜以未實際參與營業

行為之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為判斷基準；易言之，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 條第 3 款、

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以「銀行」、「票券」、「綜合證券商」、「證金公司」或

「保險業」等「跨業」經營，轉換（股份或營業）形成金融控股公司之「適格子公

司」業務，作為判斷金融控股公司整併其他外部金融機構的「基準市場」，再依業

務別所據法規群組，評估渠等「市場力」對於結合案所展現之影響，俾使競爭政策

執法機關得憑以參酌並決定大型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准駁。 

進一步言，即以金控結合對於所涉「特定業務別」之影響，作為判斷是否構成

限制競爭的管制門檻；復以渠等結合後之「業務別」或「產品別」
43 
之「銷售額」

（倘仍沿用目前實務所採之「市占率」觀點，則應以「業務、產品」界定「市場」

與「市占率」）決定結合之「市場力」，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協調取得完整金

                                                      
42 茲就現行金融相關法規中關於「業務別」之法律依據，列表擇要整理如下： 

銀行業務 銀行法第 3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9 條、第 71 條（商業銀行）、第 89
條（專業銀行）、第 101 條（信託投資公司）第 47-1 條、第 47-2 條（貨幣經

紀商、信用卡業務）、第 47-3 條（金融資訊、金融徵信機構） 

證券業務 證券交易法第 15 條、第 18 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 

保險業務 保險法第 13 條、第 136 條第 2項、第 138 條第 3項 

信託業務 信託業法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8 條 

期貨業務 期貨交易法第 56 條第 1項、第 57 條第 1項、2項、 

期貨商設置標準第 30 條、第 31 條 

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業務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6 條 

票券金融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6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票券商管理規則第 7 條、信託業

法第 3 條 

財富管理 銀行法第 3 條、信託業法第 28 條第 2 項（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辦

法）、第 29 條第 3 項（信託業辦理不指定營運範圍方法信託運用準則）、第

32 條第 2 項（共同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1 條第 4
項、第 14 條第 1 項、第 17 條第 3 項、第 18 條第 1 項、第 19 條第 2 項、第
22 條第 4 項、第 25 條第 2 項、第 46 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保

險法第 146 條 
 
43 所謂「金融產品」之界定，本文主張仍應以所涉之金融相關法規依據，憑以決定商品銷售金

融機構於金控公司結合時界定「市場力」之基準範圍。基此，本文所稱「產品別」與實務上審查

事業結合個案時判準中所指「產品或服務市場」之界定仍有差別；易言之，於界定結合事業對於

競爭市場之影響範圍，應以事業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之「需求（或供給）替代性」而定，惟此處所

指之「產品別」則側重於事業因結合行為所涉「法定業務」下產品或服務，經綜合評價後所呈現

之整體「市場力」而言，旨於融合法律與經濟分析雙重檢視標準寓於審查要件，竊以為更能反應

市場機制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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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監理資訊，採用美國金融併購實務上計算市場集中度影響並據以准駁之「雙赫指

數」；建議我國亦應以金融「業務或產品」決定金融版塊整併對於市場競爭公平性

之影響而為准駁依據，以祈對於目前我國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間「業務同質化」

（Homogeneous Competition）惡性競爭，或有不當利用「金融」與「競爭」法規間

之監理密度不一，而遂行「法規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44 
之「經濟不正

義」（Economic Injustice）現象有所因應。鑒此，實有必要就如何衡平金融產業與

競爭秩序間之法制政策再予檢討。 

綜前所陳，本文建議 (1) 修正依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3款所頒「事業結

合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第二點規定，明文改以金

融控股公司申報結合時，應針對轄下特定「業務」或「產品」之「實際銷售金額」

取代欠缺「明確量化基礎」的「市場占有率」以為金融控股公司「市場集中度」之

判準；或 (2) 檢討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逕於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3 項增

訂「金融機構事業間之結合，由中央主管機關洽商公平交易委員會後，另以辦法定

之」，完備金融「業務別」作為金控公司結合案考量「市場力」因素以定准駁之法

制 (3) 經由行政指導方式，責成申報結合之金融控股公司，應針對結合案所涉業務

或商品，加強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該結合案對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之舉證與論述。以為競爭主管機關之准駁參考。是否可行？饒有進一

步研究之餘地，似值實務再酌。 

四、結論 

依據報載，政府高層曾一再宣示「二次金改」仍繼續推動的政策
 45
。姑不論二

                                                      
44 「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係指法規範之主體為免於接受較嚴格之管制轉而遁往

管制較為寬鬆法域的現象。茲轉錄作者原文如下供參 “Regulatory arbitrage traditionally indicates a 
phenomenon whereby regulated entities migrate to jurisdictions imposing lower burdens.” 更進一步的
詳細說明，請參閱 Amir N. Licht, “Regulatory Arbitrage for Real: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a World of Interacting Securities Market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 563 (1998). 

45 「陳總統：二次金改，繼續推動」，經濟日報，頭版，2007 年 5 月 24 日。與會學者甚至提

出將台銀、土銀、中信局及輸出入銀行合併為一家公營銀行，並推動 6 家金融機構市占率達 10%
以上，以及將金控家數減為八家之「一、六、八」方案。邱金蘭，「金改智囊再獻策」，經濟日

報，3版，2007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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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金改的相關法律整備是否成熟，市場情勢能否允當讓政策軟著陸；「金融產業發

展」與「維護競爭秩序」間隱然的政策優先性衝突似將浮上抬面。合理的預期，以

金融控股公司為首的大型複合式金融機構，即將在官方倡議與外資主導的推波助瀾

之下，進行更大規模的「金融服務業」整合。無獨有偶，經濟「集中化」與「財團

化」的疑慮也勢將再啟話題，「金融」與「競爭」主管機關間，就如何健全我國金

融產業的市場機制攜手合作，此其時也。祈使主管法規能針對「金控結合」案中，

根據所屬金融「業務」或「產品」別總合量化之不同「市場力」更合理地分配管制

成本，讓「大者恆大」的我國金融服務業，能在遵循與國際接軌的競爭秩序中體現

「國際化」，真正「走出去」，達成立足台灣，佈局全球的最終理想。 

                                                        

二次金改成果檢視 

四大目標 時間表 推動情況 

三家金融機構市占率 10%以上 2005年底 

● 只完成兩家：合併農銀後的合庫及 7月 1日即將合

併中信局的台銀 
● 第三家兆豐金合併台企銀案，已面臨破局 

12家公股金融機構減半 2005年底 

● 宣布推動六家：台開出售信託部、寶來集團入主僑

銀、標售彰銀特別股、合庫併農銀、台銀併中信

局、兆豐金併台企銀 
● 兩家尚未完成：彰銀與台新金合併案未完成；兆豐

金併台企銀案面臨破局 

14家金控減半 2006年底 
● 未完成 
● 中信金一度有意併購兆豐金，但失敗 

至少促成一家金融機構由外資

經營或在國外上市 
2006年底 

● 英商渣打銀行併購竹商銀 
● 美商花旗銀行宣布併購僑銀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3版，2007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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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Considerations on Merger Control over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in Taiwan 

Hsieh, Yi-Ho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aiwan existing legal thresholds on cases pertaining to 

merger controls over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as to how current practice in 

determining “market force” withi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could therefore be further 

improved.  

By introducing foreign legislations includes the U.S., U.K. and E.U.,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stablish comparative legal evidences in supporting the following inductions as per 

sophisticated practice in advanced economies.   

Giving the fact that regulatory scheme of Taiwa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is 

currently limited to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functions only, different from those 

advanced economies as demonstrated, this research questions whether TFTC should be 

applying the criteria test, such as CR4 and HHI, to those operative banking, securities or 

insurance subsidiaries that are under controlling FHC, instead of granting  mergers 

between FHCs by merely referring to the low-market-share theory that ritually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of ‘highly competitive’ among FHCs.  

Alternatively, this research arguably propose to retrospect the feasibility on 

categorizing the criteria of “market force” while reviewing merger cases between FHCs by 

examining statutory business scope of subsidiary bank, securities firm, insurance company 

respectively as to how financial products are legally designed. For details in operation, this 

research leaves open grounds to further discussions that are yet to come.   

Key words: LCFI, FHC, Merger, Mergers & Acquisitions, Financial Industry, Financial 

Services, Merger Control,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Large Complex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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