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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從金控過去三年的發展經驗出發，期從當中的成功經驗找出金控的

成功關鍵因素，以做為未來金控發展或整併的評估基礎。首先，本研究以

稅後 ROE、β 係數、營收對權益比率及營業費用率等四項綜效衡量變

數，分別代表財務綜效、市場綜效及營運綜效，以 ANOVA 檢定，分析十

四家金控成立前後的綜效情形，並將其整合為總綜效。經過實證研究後發

現：在成立金控後，富邦金、國泰金、台新金、第一金及新光金等五家金

控整體而言具有的綜效；而玉山金、復華金、日盛金、兆豐金、國票金及

開發金則呈現顯著的負綜效。 其次，本研究以各金控的總綜效為應變

數，自變數則包括：金控公司總資產規模、經營主體型態別、營收集中

度、納入業務別數目、銀行國內、外分行數、其他行業通路情形、董監事

及外資持股比例、子公司產業控制力、員工人數的減少及員工貢獻度變

化，以迴歸檢定分析各自變數和金控綜效的相關性，以找出金控綜效的決

定因素。本研究發現金控公司總資產規模越大、金控綜效越高；而納入業

務別及銀行國內分行數目越多對金控綜效亦有正面影響，不過在目前整合

程度仍然不高的情形下，業務多元化及通路的效益仍不明顯。在此情形

下，單獨以銀行為經營主體的金控(如玉山、中信金)，其總綜效較非以銀

行為主體之金控(如國泰、富邦金)為差，因非以銀行為主體之金控相對較

能整合銀行以外業務的效益，是故銀行業雖為金控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

但金控不應過份集中於銀行業務，應加強其他業務別的開發及整合，才能

有效發揮綜效。另外，本研究發現外資持股比例越高的金控，總綜效也顯

著呈現越高的情形。 最後，本研究以各家金控的總綜效為依據，分析金

控歷經三年來發展的競爭力消長；並以本研究之金控綜效的決定因素做為

客觀的評估依據，對近期金控相關議題提出分析和建議，以期未來金控之

合併能以發揮綜效為考量，提昇成功關鍵因素中不足之處，增進整體競爭

力，而對國內金融環境有正面提升的助益。  

摘

要

(英) 

In this research, we expect to find out determinants of FHCs’ synergies as Key 

Successful Factors from FHC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past 3 years’ 

development. Firstly, we analyze financial synergy, market synergy and operating 

synergy by testing the change of four synergy weight variables, such as After-Tax 

ROE, Beta Coefficient, Revenue to Equity ratio and Operating Expense Ratio,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FHCs’ establishment, with the ANOVA examination. We 

combine FHCs’ 3 synergies as total synergy and sort FHCs by it. Among 14 

FHCs, Fubon, Cathay, Taishin, Shin Kong and First FHC have positive synergy on 

the whole. But E. Sun, Fuhwa, Mega, Waterland, Jih Sun and China Development 

FHC have negative synergy. Secondary, we take total synergy as dependent 

variable, influence fac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FHCs’ total Asset scale, 

the core business/main body, the earning concentration , the amount of sectors FHCs 

operate, the amournt of bank’s domestic and overseas branch, amount of other 



channels(except bank), the director and the foreigner share holding proportion, the 

subsidiary company’s controlling force toward sector, the employee reduction and 

the change of employee contribution are includ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otal synergy and various influence factors by Regression Test. We find out that the 

larger the FHC’s asset scale is, the higher the FHC’s total synergy is. Besides, 

more sectors FHC operates or more bank domestic branches also help FHC’s 

synergy. However, because of low integration, the effect isn’t significant so far. 

The synergies of bank FHCs (take the bank as the management main body or core 

business) is lower than non-bank FHCs. Because bank FHCs focus on Banking too 

much. Bank is necessary to FHCs’ development, but not to rely on it too much. 

FHCs should also develop business in other sectors except banking. Finally, we 

analyze FHCs competition situation and outlook by FHC’s synergy, and also take 

synergy determinants as the basis to analyze the recent FHCs merger alternatives, 

observe which combination will probably has higher synergy or better outlook. We 

expect synergy to be the FHCs merger main consideration, KSFs to help the FHCs 

competence improved strategically, and domestic financial environment could be 

upgraded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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