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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有鑒於兩岸於 2010 年 6 月底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並自兩岸簽訂 ECFA 以來，

雙方交流密切，各項共識循序建立，加以本國銀行大陸分行相繼成立，

面對國際金融發展趨勢及兩岸政治、經濟之不確定性，對於臺灣(包含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大陸及香港地區身處兩岸三地之業務發展的影響為何

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本研究目的欲就兩岸簽訂 ECFA 對我國銀行於兩岸

三地業務發展之影響及因應之道加以探討，其進行方式係針對兩岸三地

之法規開放程度、金融環境背景及各面向之總體經濟因素進行評論分

析，透過 SWOT 面向分析予以論述 ECFA 架構下，兩岸三地間之相對優



勢、劣勢及可能發生之潛在機會與威脅，並就當前兩岸三地業務發展情

況進行潛力分析之論述，俾以提出相互截長補短之營運發展因應策略。 

本研究經由各層面逐項分析發現，在 ECFA 架構下，短程而言，基於兩

岸於交流初期，各項協商仍於磨合階段，因此兩岸三地之業務發展具有

潛在互補效應，而透過不斷的交流協商，未來兩岸三地在各項業務往

來，將建立某種程度共識及機制，尤其大陸地區在整體的快速發展上將

為其帶來相對優勢，因此，就中、長程而言，兩岸三地之業務發展相對

存在潛在互斥效應，惟就兩岸三地之 SWOT 面向分析、獲利性業務發展

潛力分析及總體經濟因素分析下，仍可透過相互調合達到利益共享之效

應，而其利益共享之程度需視營運調合策略的落實，爰本研究提出「引

用香港經驗、移植大陸市場、靈活運用臺灣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為兩

岸三地營運調合之策略精神，並針對策略面、規劃面的實務建言以為因

應，期供當前銀行業於兩岸三地之經營提出具宏觀性、有價值的參考。  

摘要

(英) 

Since the sign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at the 

end of June 2010,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ve closely exchanged opinions 

and thought on a variety of issues and continued to establish consensus on 

mutually agreed agenda. In light of the soon to be established mainland branches 

of Taiwan banks,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ross-strai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 the impact of ECFA on banking in 

Taiwan (including OBU),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form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the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CFA on 

business 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 banks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through an evaluation of differences in macr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deregulation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It utilizes 

S.W.O.T.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aiwa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banking industries under the ECFA 

structure. Based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otential,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aiwan banks’ cross-strait operations.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he early stage of cross-strait exchanges, it is still in a probation 

period, banking developments in Taiwa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ve a 

complementary effect in the short-run. As the Mainland operation gains 

momentum, the effect will likely turn to mutually exclusive in the mid- to long-

ru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SWOT analysis, profitability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analysis, banking operations in Taiwa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an still share mutual benefits through the enforcement of some particular 

harmonizing strategies. H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apply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and the agility of Taiwan (including OBU)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market” as a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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