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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
大型商業

銀行5
股份制商

業銀行6
城市商業
銀行

外資銀行

資產 885,016 104,742 4,658,034 1,288,905 604,566 196,761
負債 830,164 102,465 4,371,633 1,224,405 565,518 175,988
淨值 54,851 2,276 286,402 64,500 39,048 20,772
稅前盈餘 1,354 955 -- -- -- --
稅後盈餘 -- -- 51,827 12,311 5,968 1,744
ROE(稅前)1 2.47 41.94 -- -- -- --

ROE(稅後)2 -- -- 18.10 19.09 15.28 8.40

ROA(稅前)3 0.15 0.96 -- -- -- --

ROA(稅後)4 -- -- 1.11 0.96 0.99 0.89

台灣 中國大陸

簽署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MOU）對兩岸金融業 

競合關係之影響 

 

一、前言 

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MOU）經過多次的協商，於今(2009)年 4月下旬的第
三次江陳會上，雙方對於兩岸金融合作達成協議，其中即同意儘快對簽署MOU
進行協商，並對陸資來台投資達成共識，最後兩岸終於在 2009年 11 月 16日正
式簽署MOU，2010年 1月 15日開始生效。MOU生效後，兩岸金融業往來更趨
緊密，國內銀行業加速佈局大陸市場，近來也傳出陸資有意參股國內銀行的消

息。簽訂MOU後，雖然國內金融業有機會搶佔大陸市場，但國內市場也同樣開
放陸企來台，兩岸在金融業各具優勢，如何在更開放的市場贏得先機，是本文主

要探討的重點。 

二、兩岸金融業現況 

(一 )在規模方面: 

因兩岸經濟規模的差異，以致於兩岸銀行業的規模有懸殊的差異，去(2008)
年我國本國銀行總資產為 885,016 百萬美元，其規模不及大陸大型商業銀行的
20%，大陸 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是我國本國銀行規模的 1.4倍(見表 1)。
大陸第一大銀行，去年的資產規模為 1,427,685 百萬美元，是我國第一大銀行的
13倍(見表 2)。 

             表 1  兩岸銀行業 2008年規模、財務比較表   
單位:百萬美元；%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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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淨值報酬率=稅前盈餘/淨值  

註 2:淨值報酬率=稅後盈餘/淨值  

註 3:資產報酬率=稅前盈餘/資產  

註 4:資產報酬率=稅後盈餘/資產  

註 5: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  

註 6:包括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

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恆豐銀行、浙商銀行、渤海銀行。  

資料來源 : 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中國大陸「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二 )在財務方面 

我國銀行業因過度競爭等因素影響，淨值報酬率(ROE)、資產報酬率(ROA)
多不如大陸銀行業。根據金管會的資料，我國本國銀行以稅前盈餘計算，ROE、
ROA各為 2.47%、0.15%；反觀大陸以稅後盈餘計算，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
行的 ROE分別高達 18.10%、19.09%，ROA也各高達 1.11%、0.96%。我國資產
前三大銀行— 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庫商銀去年以稅後盈餘計算，ROE 在
3.65%~7.02%之間，ROA在 0.23%~0.30%之間，也低於大陸資產前三大銀行— 中
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 ROE 在 13.26%~19.81%，ROA 在
0.94%~1.23%的水準。 
 

表 2  兩岸前三大銀行 2008年規模、財務比較表  
單位: 百萬美元；% 

台灣銀行 土地銀行合庫商銀
中國工商
銀行

中國建設
銀行

中國銀行

資產 109,665 62,516 75,887 1,427,685 1,105,471 1,017,718
負債 102,842 59,491 72,616 1,338,852 1,037,060 945,892
淨值 6,823 3,025 3,271 88,833 68,411 71,826
稅前盈餘 259 231 290 21,260 17,520 12,620
稅後盈餘 249 186 230 16,263 13,555 9,521
ROE(稅前)1 3.80 7.63 8.87 23.93 25.61 17.57

ROE(稅後)2 3.65 6.14 7.02 18.31 19.81 13.26

ROA(稅前)3 0.24 0.37 0.38 1.49 1.58 1.24

ROA(稅後)4 0.23 0.30 0.30 1.14 1.23 0.94

台灣 中國大陸

 
註 1:淨值報酬率=稅前盈餘/淨值  

註 2:淨值報酬率=稅後盈餘/淨值  

註 3:資產報酬率=稅前盈餘/資產  

註 4:資產報酬率=稅後盈餘/資產 
資料來源 :各銀行 2008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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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利潤結構方面 

我國銀行業利潤結構較大陸銀行業更多倚賴利息收入，我國本國銀行業利息

收入比重高達 78.53%，該比重高於大陸的 61.22%(見圖 1)。但另一方面，手續費
收入為我國銀行業第二大收入來源，比重高達 20.46%，但大陸銀行業第二大收
入來源則是投資收益，比重達 24.25%，手續費收入則僅佔 9.74%。 

 
圖 1  兩岸銀行業利潤結構比較圖 

台灣 

 

 

 

 

 

 

 

 

大陸 

資料來源 :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中國大陸「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四 )在對外資銀行之市場開放方面 

兩岸對於外資銀行的開放程度不一，我國對於外資銀行完全遵守WTO(世界
貿易組織)入世規範，對外資銀行完全採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原則，但大陸對
外資銀行在業務資格上仍有限制。我國對於外國銀行分行的經營規範幾乎等同於

本國銀行，其可領取全執照業務，所有新台幣業務皆可經營，並且可以 100%持
有本國銀行(見表 3)。 
 

表 3  兩岸對外資銀行管理與開放之重大差異比較表  
 台灣 中國大陸 

類型 ● 辦事處 
● 外國銀行分行(如荷商荷蘭銀行台
北分行) 

● 外國銀行子銀行(如花旗(台灣)銀
行、台灣渣打商業銀行) 

● 外國銀行代表處 
● 外國銀行分行 
● 外資獨資(子行) 
● 中外合資 

設立資格 ●辦事處: 需符合申請前 1年於全世界
銀行資本或資產排名居前 1千名以內
或前三曆年度與我國銀行及企業往來

●代表處:沒有資產規模的規定，但需符
合一般性規定，如持續獲利、信譽良
好、沒有重大違規、有從事國際金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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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在 3億美元以上等規定。 
●分行:不需先設辦事處才能設分行，但
需符合申請前 1年於全世界銀行資本
或資產排名居前五百名以內或前三曆
年度與我國銀行及企業往來總額在 10
億美元以上等規定。 
●子行:有合格資產規定，即外國金融機
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國銀行股權逾
50%者，該本國銀行持有在台灣的合格
資產如新台幣現金、央行定期存單、
轉存央行的存款、新台幣債票券等，
不能低於新台幣存款總額的四成。 

動的經驗、具有有效的反洗錢制度、受
所在國金融監管當局有效監管並經其
同意、以及其他審慎性條件等。 
●分行:需先設代表處兩年後才能申請分
行，申請前 1年總資產至少 200億美元
等規定。 

●子行:需先設代表處兩年後才能申
請，且申請前 1年總資產至少 100億美
元，最低註冊資本 10億人民幣等規定。 

業務內容 ●辦事處:以辦理商情蒐集及業務連絡
為限 
●分行:可領取全執照，包括批發、零售
業務，所有新台幣業務，參加同業拆
款市場、經營證券、信託業務、發行
金融債券等業務 
●子行:視同本國銀行，其業務項目等同
於本國銀行規定 

●代表處:僅可從事聯絡、市場調查、諮
詢等非經營性活動 
●分行:經營業務項目與外國獨資、中外
合資大致雷同，惟 
(1)不含銀行卡業務項目； 
(2)對大陸境內公民的人民幣存款業務
僅能辦理每筆不少於 100萬人民幣的定
期存款 
●子行、中外合資:可經營下列部份或全
部的外匯及人民幣業務，包括，存放
款、票據承兌與貼現、信用保證及擔
保、國內外結算、買賣政府債券、金融
債券及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證
券、代理保險、同業拆借、信用卡業務、
保管箱、提供資訊調查和諮詢服務、經
人行批准可買賣外匯以及經國務院批
准其他業務等業務。 

●經營人民幣業務資格:外國獨資、中外
合資、外國銀行分行都需符合以下資格: 
(1)在大陸開業滿三年 
(2)申請前二年連續獲利 
(3)合乎國務院規定的審慎性條件 

持有本地
銀行股權 

可 100%持有 單一外資持股 20%、全部外資持股不得
超過 25% 

開放原則 完全採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原則 有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原則不協調之
差異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在中國大陸方面，於加入WTO 五年過渡期結束前夕，中國大陸國務院 2006

年 11月 16日公佈「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以及「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作為後WTO時代外資銀行於中國大陸的經營規範，意味中國大陸對於中資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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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銀行在法律上採用了不同的法源依據。在「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中將外資銀行

分為外資獨資、中外合資、外國銀行分行、外國銀行代表處四大類。為了有效監

管外資銀行，透過該法相關資格、業務差異，中國大陸鼓勵外資銀行從外國銀行

分行身份轉制成為外商獨資銀行。這兩者的差異在於外商獨資銀行為一法人銀

行，於中國大陸註冊，受中國大陸監管機構監管，而外國銀行分行為一境外註冊

銀行的分支機構，由母國監管機構負責監管。其差異包括，外國獨資銀行在大陸

開業滿三年，申請前兩年連續獲利，可申請經營全面人民幣業務，吸收中國大陸

境內公民存款沒有額度限制，以及可以發行信用卡，但外國銀行分行則僅可以吸

收中國境內公民每筆不少於 100萬元人民幣的定期存款，且不可以經營信用卡業
務。顯示儘管中國大陸當局雖承諾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但做法上卻

有其差異性。 

 

此外，不同於我國允許外資 100%持有本國銀行，大陸規定，本國銀行的外
資持股，單一外資持股不得超過 20%、全部外資持股不得超過 25%。或許即因
為大陸當局對外資銀行仍有較多的限制，以致於來自於國際銀行業翹楚的外資銀

行在大陸的表現：如 ROE、ROA等，不及大陸的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
商業銀行等(見表 1)。 
 

三、MOU簽訂進程 

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升溫，自去年下半年雙方開始展開和平協商以來，銀行

業者即殷切盼望雙方能儘早簽署MOU，經過多次的協商，於今年 4月下旬的第
三次江陳會上，雙方對於兩岸金融合作達成協議，其中即同意儘快對簽署MOU
進行協商，並對陸資來台投資達成共識。之後雖然市場不斷有兩岸即將簽署MOU
的消息傳出，從 7月到 9月、到 10月，最後兩岸終在 2009年 11月 16日正式簽
署MOU，2010年 1月 15日開始生效。 
 
過去因為兩岸未能簽署MOU，以致我國銀行業者於大陸的佈局不能從外國

銀行代表處申請為外國銀行分行或外國獨資銀行(即以本國銀行子行的身分進
入)，亦不能展開商業性經營，限制了我國銀行於大陸市場的發展。然在兩岸簽
署 MOU 之後，我國銀行業取得進入大陸銀行業市場的「入場票」，惟在我國銀
行於大陸市場的起步較其他外國銀行晚，將面對較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尤其在人

民幣業務的經營方面。按照「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規定，即使我國銀行在MOU
正式生效後即立刻升格為分行、子行，最快也需 3年後才能從事人民幣業務。故
我國業者希望，在與大陸協商時，能爭取到馬上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優惠，對此我

國金管會主委陳沖表示，將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談判中，為我國金
融業者爭取最佳的市場准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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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金融交流情況 

(一 ) 我國銀行業於大陸的投資、佈局 

1.設立辦事處模式 

自 2001年 5月我國允許銀行業赴大陸設立辦事處，截至今年第 3季，目前
共有 8 家銀行於大陸設立辦事處(見表 4)，其中遠東國民銀行為永豐銀行的美國
子行；各銀行辦事處的設立據點以在上海、北京居多。 

 
 

表 4  我國銀行於中國大陸據點 

我國銀行 辦事處據點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北京

臺灣土地銀行 上海

第一商業銀行 上海

華南商業銀行 深圳

彰化商業銀行 昆山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上海

遠東國民銀行 北京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北京  

資料來源 :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參股模式 

去年 3月 12日行政院通過金管會提報的「開放海外子銀行投資大陸地區銀
行暨放寬 OBU、海外分支機構辦理兩岸金融業務範圍案」，在我國尚未與大陸簽
署MOU的情況下，開啟我國銀行業仍可登陸投資大陸銀行業的大門，接著金管
會於去年 4月 3日核准我國首家金融機構間接參股大陸銀行案，同意富邦金控海
外子公司香港富邦銀行投資中國廈門商業銀行 19.9%的股權。 

 

3.間接投資模式 

實際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我國最早與大陸銀行合作往來之銀行，10 年前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即透過轉投資的香港上海商業銀行於2001年12月正式參股大
陸上海銀行 3%股權。由於兩岸三地上海銀行經營者的血親關係，因此早在 2000
年兩岸三地的上海銀行即開始進行業務整合，內部作業相互連線，乃至行員制服

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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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陸資銀行於台灣市場的探路  

在第三次的江陳會上雙方對陸資來台投資達成共識，加上兩岸 MOU 的簽
署，陸資銀行來台投資成為熱門話題。媒體報導，大陸「銀監會」已核准大陸中

國工商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來台參股台資銀行，初步設定民營的中小型銀行為

主。此外福建興業銀行、招商銀行也已向大陸「銀監會」提交在台設立辦事處的

方案，爭相希望能成為首家來台設立分支機構的陸資銀行。 

 

五、兩岸金融競合分析 

(一 ) 台資銀行在大陸市場發展的優劣勢 

 
陸資銀行自大陸 2001年加入WTO會員國開始，即開始對面對 5年後過渡期

結束後市場對外完全開放的競爭壓力進行準備，透過不良資產的剝離、外資銀行

參股與國內外證券市場的上市等一系列改造，積極提昇自身的資產質地與競爭

力。目前大陸大型商業銀行以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其業務項目幾乎與國際知名金融

機構相差不遠，包括批發業務、零售業務、財富管理業務，乃至私人銀行業務幾

乎全面展開，且透過不斷創新與通路優勢，在市場上已具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對

於台資銀行進入大陸市場，尤其進入大陸經濟最繁榮也是台商匯集的華東地區，

如金融業一級戰區的上海市，將面對較大的競爭壓力。 

 
根據 SWOT 分析，台資銀行在大陸市場上，對於外資銀行雖有語言文化上

的優勢，但卻有較晚進入市場的劣勢；對於陸資銀行，台資銀行在特定領域，如

對中小企業放款，特定客層如台商，以及服務品質較陸資銀行具優勢，但在據點

分布數量與業務項目卻較陸資銀行居劣勢(見表 5)。 
 
鑑於銀行業是一特許行業，政策支持與否攸關經營的成敗乃至存續，因此台

資銀行的佈局，建議應該把握住大陸對外資銀行開放的政策，如鼓勵外資銀行進

入東北及西部地區，以及海西經濟特區與天津濱海新區歡迎台資金融機構的機

會。對於當地法令與居民、企業文化特性不熟悉之威脅，或者台資銀行在進入大

陸市場時，可考慮採取參股模式。惟在一些質地較佳的陸資銀行，尤其大型商業

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多已有外資戰略伙伴的情況下，台資銀行未來如何挑選具

發展潛力，又可在技術上取得經營權的城市銀行參股，是一大挑戰。另外，鑒於

外資銀行在地化的發展趨勢，如於大陸的外資銀行，包括匯豐、花旗、渣打等銀

行，以及花旗、星展銀行於我國市場發展都致力於在地化，值得台資銀行在未來

大陸市場佈局規劃上學習、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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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台資銀行於中國市場的 SWOT分析 
優勢 劣勢 

l 相對於外資銀行，具有語言文化優
勢 

l 相對於陸資銀行，專業知識、服務
品質較高 

l 台商人脈佈建多年 

l 相對於外資銀行，我國較晚進入大
陸市場 

l 相對於陸資銀行，通路、業務項目
較少 

l 較不熟悉當地法令與企業、居民文
化生活特性 

機會 威脅 

政策支持台商投資，如： 
l 海西經濟特區提出兩岸金融先行先
試點 

l 天津濱海新區的十項惠台措施股勵
台資設立金融機構 

l 中央政策鼓勵外資銀行進入西部與
東北部 

l 外資銀行已相繼進入西部、東北部
省份，對於我國開發大西部或東北

市場造成威脅 

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二 ) 陸資銀行在台灣市場發展的優劣勢 

 
大陸大型商業銀行財力雄厚，如表 2所示，以去年為例，大陸前三大銀行的

資產規模是我國前三大規模的十餘倍，因此一旦進入台灣市場，雄厚財力將是陸

資銀行最大的優勢。然陸資銀行較少接觸台灣居民，不了解我們對金融產品的喜

好，使其居於劣勢，加上我國金融市場已趨於飽和(見表 6)，故對於有心發展台
灣市場的陸資銀行而言，最好與最可能採取的策略為透過參股、併購本國銀行的

方式進入台灣市場。 

表 6  陸資銀行於台灣市場的 SWOT分析 
優勢 劣勢 

?雄厚資金 
?台商已是其大陸市場客戶 

?不熟悉台灣金融市場、習性 

機會 威脅 
?開放投資 ?台灣金融市場趨於飽和 
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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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MOU的簽署，為台資銀行進入大陸市場取得入門票，但由於外資銀行於大
陸入世的 5年過渡期間已進行一波的卡位戰，加上陸資銀行積極的奮發圖強，如
今台資銀行在大陸市場上所面臨的競爭壓力，不容小覷，但也不至於完全沒有機

會，尤其可以把握大陸一些地區歡迎外資、台資金融機構的機會。至於進入模式，

參股陸資銀行或許是台資銀行熟悉大陸金融市場、人民交易習性的進入策略。然

在一些體質較健全的陸資銀行已多有其他外資戰略伙伴的情況下，未來台資銀行

如何挑選具獲利前景，以及突破大陸對於外資參股陸資銀行於總股權不得超過

25%之限制，而取得實質經營權的陸資銀行予以參股，考驗台資銀行的能耐。此
外在外資銀行於大陸發展多已朝向在地化發展的趨勢下，值得作為台資銀行在大

陸市場長期規劃發展上的借鏡。 

 
另一方面，對於有心發展台灣市場的陸資銀行，挾其雄厚財力，加上我國允

許外資銀行可以 100%持有本國銀行，透過併購，陸資銀行即可輕取我國中小型
銀行，快速發展在台業務。因此無怪乎，在兩岸銀行開放協商議題上，我國官員

一再強調，將採取「實質對等」原則，以緩解我國金融業被吃掉的憂慮。 

 

 

<簡淑綺、李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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