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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摘要

(中) 

我國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已在 2001 年 11 月正式上路，到目前為止共有

14 家取得金控公司執照並掛牌經營，以目前抬面上各家金控公司的主體來

看，可發現多以銀行為主體者居多，金控公司的主要利基在於金融產品的



跨售，而銀行據點是金融業所有通路中，最適合推動整合行銷的通路，這

也突顯了在與消費者直接接觸，及銷售商品多元化上，銀行所具有通路之

競爭優勢，然而在與異業合組金控所追求的交叉銷售(Cross Selling)、成本

縮減(Cost Saving)，及資本配置效率(Capital Efficiency)三大綜效目標上，由

於目前大多數的金控公司仍均處於版圖整合初期，甚至仍多尚在尋覓合適

對象的階段，因此，可明確見到實質綜效發揮的效果並不多。 金融控股

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HC)若能透過金控的組成達到規模效益、

創造通路優勢、客戶資源共享，與成本節省等效益的發揮，對處於金控體

系內的各個分子則都具有加分之效果；不過，納入金控絕非是萬靈丹，也

並不代表在金控的保護傘下即可高枕無憂，最基本的還是要回歸到公司是

否具有核心競爭力，是否能透過各個子公司間的整合產生更大的效益。   

本研究係參考徐作聖博士綜合國外多位學者對競爭優勢策略分析與創新定

義之觀點，所獨創的創新矩陣為研究方法之主要架構，經由創新種類、創

新性質與創新強弱三大分析構面，針對企業本身之經營優勢所歸納出來的

核心資源、企業本身與相同策略群組之競爭對手所具有的產業關鍵成功因

素，及影響顧客需求之特性等為評量變數，分別進行創新性分析，以獲得

「企業優勢創新矩陣」、「產業優勢創新矩陣」、「競爭對手創新矩陣」

及「顧客需求創新矩陣」。再由此完整之市場構面四大創新矩陣的創新評

量結果，綜合得出市場構面的「創新 SWOT 矩陣」，以清楚地瞭解企業本

身的實質競爭優勢，與外在顧客需求的市場機會，最後再以企業的「策略

意圖矩陣」與「創新 SWOT 矩陣」相比較所得出「差異矩陣」 的分析結

果，以協助企業經營者預先明白策略規劃的有效性，降低未來營運的風

險，並可事先修正與擬訂出最適合企業發展的策略方案。 在競爭優勢策

略分析模式應用上，本研究係以華南金控公司為模式實證之個案研究對

象，並於分析後獲得三點主要結論如下： 一、在金融產業中，華南金控

定位於「市場導向經營」策略群組，並能充份掌握此一群組關鍵成功因素

優勢。 二、華南金控現階段具有員工的忠誠與向心力、行銷通路的整合

效率、品牌與企業形象及經營高層能有效領導子公司間之溝通協調等四項

核心資源優勢。 三、華南金控在策略意圖與目標的制定上，能充份掌握

市場環境中的機會，並發揮組織擁有的實質競爭優勢，但仍有包括客戶關

係管理(CRM)、品牌與企業形象、產品創新與研發能力及國際競爭能力等

有待加強之實質競爭優勢與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摘要

(英) 

The Law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has been enacted on November 2001,as of 

so far, 14 entities have obtained Holding Company Licenses and operating business 

officially. We learned that majority of FHC currently at the market still maintained 

Banking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course of business. The main profitability of FHC 

are based on cross selling of financial commodities, among the various financial 

business channels, the bank locations are the most relevant in promoting integrated 

selling channels, this is somewhat exposed that banks have the competition strength 

in direct dealing with consumers and selling scrambled commodities. While in 

combining with other non-financial business in pursuing cross selling、cost savings 

and capital efficiency goal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ffects are very limited due to the most FHC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he 

territory or in searching for the targets. The fundamentals still leave to the 



company’s core competition abilities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consolidations of subsidiaries. The primary approach of this research is in 

reference to a unique innovative matrix created by Dr. Tzo-Sheng Hsu who 

summarized many foreign scholars’ perspectiv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analysis and definitions of innovation. By comparing the「business 

intention strategy matrix」and「innovative SWOT matrix」, the「differentiation 

matrix」will assists the organization operator to learn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for planning in advance, and minimizing future operational risk. This process can 

also help in modifying or creating the most sustainable plan for the organization. In 

apply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analysis model, this research was 

gathered by using Hua-Na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as an actual target model for 

the case study, and once analyzing this company, three major conclusions have been 

made as follows: 1. In the financial business industry, Hua-Nan FHC positioned   

at「market oriented operation」strategic business units,     and sufficiently 

controlled key factors of success advantages. 2. Hua-Nan FHC at the present time 

possesses fidelity and loyalty from employees、the integration effectiveness of 

marketing channels、brand name and business image,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in 

upper operating management over subsidiaries’ communications & coordination in 

primary resources advantage. 3. In the process of defining goals and establishing 

intention strategies, Hua-Nan FHC can fully manage opportunities from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the actu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at organizations 

maintain. However, some othe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ndustry key success 

require further reinforcement, includ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brand 

name and other business images、product innovation、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bilit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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