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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美國 1995 年即設立了第一家沒有分行，所有服務均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給

客戶的銀行-安全第一網路銀行。在國內，銀行業是電子化程度相當高的

行業，隨著網路蓬勃發展，愈來愈多的金融產品及服務都可以透過網路

銀行提供，在未來世界，虛擬的網路環境裡，所謂的銀行，業務已全面

電子化、自動化、無營業廳化。 自政府開放民營銀行以來，銀行業的競



爭早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電子金融 E 化之好處，除了可提昇對客戶的

服務，提昇客戶忠誠度並可降低銀行營運成本，可謂一舉數得。過去較

少有關銀行電子金融之研究，大部份都是偏向資訊面及技術面之領域研

究，本研究以業務面向之角度切入，先探討銀行電子金融之現況及策略

做為分析基礎，深入研究個案公司-個案銀行在電子金融之經營策略。 本

研究將透過相關文獻與次級資料的蒐集與彙整，以及個案公司的實例訪

談，探討銀行電子金融之經營策略。本研究以個案公司-個案銀行為例，

藉由產業價值鏈分析與五力分析，進行個案公司的內部資源及外在環境

之 SWOT 分析，透過上述分析，找出個案公司電子金融經營之策略，包

含「整體層級策略」方向、「事業層級策略」及「功能別策略」。 

摘要

(英) 

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SFNB）was the first pure internet bank founded in 

1995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services were delivered via the internet. 

In Taiwan, banking sector is regarded as heavily electronicaliz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more and mor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being 

able to be delivered via the internet. In the future, banks in the virtual internet 

environment will be able to operate electronically, automatically and without actual 

branch network. Taiwan’s banking environment became fiercely competitive 

when the government deregulated the banking sector. By adopting electronic 

banking, banks can benefit from: raising their service level; customer royalty and 

lower operating cost. In the past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done on the electronic 

banking business, as most research were focus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 

technically perspective. The inten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electronic 

banking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is based by looking into the 

curre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strategy the banks implemented for their 

electronic banking; follow by study on the strategy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adopted in their electronic banking business.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 and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secondary data, as well as interviewing 

the case study company. By using Porter's five forces analysis and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nalysis, the study looks into the case company – H Commercial Bank, its 

internal resources and outsid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above SWOT analysis, 

the study is able to find out the case company’s strategies on their electronic 

banking, which includes “corporate wide strategy”, “division wide strategy” 

and “function wide strategy”. 

論文

目次 

目 錄 頁次 表次 III 圖次 IV 第 壹 章 緒論 1 第 一 節 研究背景 1 第 二 節 

研究動機 3 第 三 節 研究目的 4 第 貳 章 現況描述與文獻探討 5 第 一 節 

銀行電子金融概述 5 第 二 節 相關文獻探討 31 第 參 章 研究方法 47 第 一 

節 研究方法之種類 47 第 二 節 資料蒐集 52 第 三 節 研究架構 56 第 四 節 

研究流程 58 第 五 節 研究限制 59 第 肆 章 個案研究 61 第 一 節 公司簡

介 61 第 二 節 個案公司分析 67 第 三 節 經營策略方案之選擇 78 第 伍 章 

結論與建議 87 第 一 節 研究結論 87 第 二 節 研究建議 89 參考文獻 95 附

錄一、個案訪談大綱 101  

參考

文獻 

一、中文部份 1.周旭華譯，Michael E. Porter 著，競爭策略，台北天下文

化出版社，1998 年。 2.吳思華著，策略九說，臉譜出版社，城邦文化發



行，2000 年。 3.司徒達賢，策略管理，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 4.司徒達賢，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與分析方法，2001 年。 

5.莊立民譯，Paul Trott 著，創新管理與新產品開發，滄海書局，2007

年。 6.謝凱宇、林舒柔譯，Robert M. Grant 著，現代策略管理，科大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7.瞿玉鳳譯，William D.Perreault,Jr.E. Jerome 

McCarthy 著，行銷管理：全球化觀點。 8.龔尚智，產業分析與競爭策

略。課程講義，2008 年。 9.林妙雀，高科技行銷策略。課程講義，2008

年。 10.熊振寰，Transnational Management。課程講義，2008 年。 11.石靜

芬，供應鏈金流自動化績效指標之探討－以 C 計畫銀行為例，國立台北

科技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理研究所，2002 年。 12.林進明，電子銀行導入

因素之研究─以國內銀行為例，國立台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0 年。 13.郭玉麒，我國網路金流發展現況與未來，通訊雜誌，

No.108，第 26-29 頁，2002 年。 14.黃思明，電子企業的企業模式

（eBusiness Models），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2002 年。 15.蔡渭

水、羅凱揚，電子商務金流的願景，商業現代化，No.54，第 1-10 頁，

2001 年。 16.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 ABCDE 計畫成果研究報告彙編，

2004 年。 17.黃思明，C 計畫與國家競爭優勢，金融自動化年鑑，開放時

代通訊社，2001 年。 18.個案商業銀行，示範性資訊應用開發計畫企業營

運電子化金流服務專案計畫書，2001 年。 19.「金融機購代收業務面臨超

商分食壓力」，中時電子報，2009 年 4 月 15 日。 20.曾國烈，1999 年。

我國電子金融業務發展現況及建議。 21.王筱鈴，我國網路銀行發展現況

及實證研究，國立台北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年。 22.尤文

昇，台彎及大陸地區中美日企業經營比較，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企

管理研究所，1994 年。 23.資策會 FIND / 經濟部技術處，創新資訊應用

研究計畫，2009 年。 24.廖恆熙，網路銀行之顧客滿意度及行為意圖研究

－以國內某銀行為例碩士論文，國立東華大學企管理研究所，2008。 25.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的網路行為研究，2009 年，美國。 26.

謝偉勛譯，Patricia B.Seybold 著，e 網打盡 電子商務的 5 大經營法則與 8

大成功關鍵，2000 年。 27.吳博雯，我國台灣地區中小型綜合券商經營策

略之個案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28.

黃碧，供應鏈金流電子化之績效評估—以個案銀行為例。國立成功大學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1995 年。 29.李怡昌，全功能網路銀行系統之安全目

標－依照「共同準則」的方法。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5 年。 30.高偉婷，數位相機產業之競爭策略研究－以個案公司品

牌行銷為例，私立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 年。 

31.楊勝發，主機板產業 OEM/ODM 之競爭策略分析－以微星科技為例，

私立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 年。 32.周嘉陽，

GPS 產業分析暨企業價值管理之研究－以麗臺科技公司為例，私立輔仁

大學管理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 年。 二、英文部份 1. Lee J. 

Krajewski & Larry P. Ritzman (1998), ”Operations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Analysis”, Fifth Edition. 2. Levi, Simchi. David, Kaminsky Philip ,and Simchi 

Levi Edith(2001), Strategies and Case Studies , New York : McGraw-Hill. 3. 

Daley, D. M.,(1998). Designing Effectiv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s,San 

Francisco：Jossey Bess 4.Porter,M.E.（1990）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Y.：The Free Press. 5. Porter,M.E.（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Y.：The Free Press. 6. Porter,M.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 N.Y.：The Free Press. 7. Electronic Banking Group of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Risk Management Principles for Electronic 

Banking”. Basel Committee Publications No. 98, July 2003. 8. Jim Hearn. 

“Does the Common Criteria Paradigm Have a Future?”. IEEE Security& 

Privacy, Vol. 2, No. 1, 2004, pp.64–65. 9.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06。 三、

網站部份 1.個案銀行，個案銀行網站，www.hncb.com.tw，2009 年 3 月。 

2.中國信託銀行，中國信託銀行網站，2009 年 3 月。

www.chinatrustgroup.com.tw/jsp/index.jsp 3.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網站，www.megabank.com.tw/，2009 年 4 月。 4.第一銀行，第一銀

行網站，www.firstbank.com.tw/，2009 年 4 月。 5.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財金資訊網站，www.fisc.com.tw，2009 年 3 月。 6.行政院金融管理

監督委員會，金管會網站，www.feb.gov.tw，2009 年 3 月。 7.全國繳費

網，全國繳費網網站，https://ebill.ba.org.tw/，2009 年 3 月。 8.科技產業資

訊室網站，http://cdnet.stpi.org.tw/ MIC(Market Intelligence Center)，資訊市場

情報心 http://mic.iii.org.tw/，2009 年 4 月。  

論文

頁數 
101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9/6/27 

轉檔

日期 
2009/07/09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6785131 2009.6.27 16:06 219.70.190.213 new 01 496785131 2009.6.27 16:07 

219.70.190.213 new 02 496785131 2009.6.27 16:07 219.70.190.213 new 03 

496785131 2009.6.27 16:07 219.70.190.213 new 04 496785131 2009.6.27 16:08 

219.70.190.213 new 05 496785131 2009.6.27 16:09 219.70.190.213 new 06 

496785131 2009.6.27 16:09 219.70.190.213 new 07 496785131 2009.6.27 16:09 

219.70.190.213 new 08 496785131 2009.6.27 16:09 219.70.190.213 new 09 

496785131 2009.6.27 16:10 219.70.190.213 new 10 496785131 2009.6.27 16:10 

219.70.190.213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6785131 Y2009.M6.D27 15:59 219.70.190.213 M 496785131 Y2009.M6.D27 

16:00 219.70.190.213 M scma2668 Y2009.M6.D27 16:26 219.70.190.213 M 

scma2668 Y2009.M7.D1 9:52 140.136.129.205 M scma2668 Y2009.M7.D1 9:57 

140.136.129.205 M scma2668 Y2009.M7.D9 10:52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18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3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3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5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5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5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5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5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7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27 140.136.129.206 M scma2668 Y2009.M7.D9 11:31 

140.136.129.206 I 030540 Y2009.M7.D9 11:41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