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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小企業長久以來為臺灣經濟發展主幹，然而，近年來詭譎多變的經濟

環境影響，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變得更為複雜與嚴厲，不得不求助於銀

行，尋求資金融通。在財富管理業務急遽萎縮情況下，各家銀行莫不以

加強傳統授信業務，用以彌補財富管理業所短少的獲利。然而，中小企

業亦開始重新思考選擇授信往來銀行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中小企業的角

度，就不同的主管特質與企業型態共八項背景變項，探討中小企業選擇

融資往來銀行的考量因素，瞭解中小企業戶背景變項在顧客行為意向、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企業形象等構面之差異性，並藉此作為未來開



發新客戶、深耕舊客戶時之參考。 整體而言，不同的企業主管特質與企

業型態對於中小企業選擇融資往來銀行的考量因素並無太大的差異。考

量的因素仍是以最實際的利費率高低、手續費減免與核貸速度快慢等，

以及最直接的服務品質為優先。其次才是據點多寡、距離遠近等因素。

而對於銀行的企業形象，或是銀行與客戶間關係維繫是否頻繁，較不會

是選擇融資銀行的考量因素。甚至，期望藉由陌生電話拜訪介紹，而開

拓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的策略，對銀行業而言，恐是事倍功半、徒勞無

功。因此，銀行業者僅需針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所考量的因素，視企業

主重視程度之高低，予以加強受重視而因應採取的策略，以及摒棄企業

主較不重視，銀行業者仍採行的方案。且並無需針對特定中小企業客群

而推出特殊專案商品。 

摘要

(英)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re the backb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Recently, however, due to precarious economic 

conditions, SMEs’ challenges have become complicated and daunting. 

Meanwhile, it is imperative for SMEs to seek help from banks for financing 

support. Moreover, in the rapidly shrinking private banking market, banks keep 

increasing services to compensate the falling profits. SMEs, however, have also 

started reviewing 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suitable financing bank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ight variables related to supervisors'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business. It also discusses the criteria on which SMEs 

make their decisions when choosing financing banks, hop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variables affect customer’s behavior, like quality of servi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orporate image, so as to use the findings as the reference for 

banks to develop new customers and maintain existing customers. As a whole, 

supervisors'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business do no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MEs' decisions in choosing financing bank. The deciding factors remai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such as interest rates, processing fees, speediness of loan 

processing, and tangible factors such as quality of services. Less important factors 

include number of branch locations, distance from customers, etc. In addition, 

banks' corporate image and the contact frequency to costumers are the least 

important factors. Furthermore, cold calls are not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banks 

to expand financial services with SMEs. Therefore, banks only need to focus on 

factors deemed important by most SMEs, and adopt appropriate strategies with 

various weights SMEs owners give to each factor. Banks should also abandon 

strategies that address factors deemed less important by SME owners. It is 

unnecessary to target a specific group of SMEs and design a special product that 

caters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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